
2016.5.20��星期五 编辑 陈香云 图编 杨诚 美编 刘铮铮 校对 黄蓉A14 中国纵横

遗失声明
丁云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云溪分局 2014 年 10 月 3 日核
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
本 ，注册号 :43030360008077
4，声明作废。

岳阳圣鑫城财智公馆 26 楼（市政
府斜对面）约 300m2，精装修。 网
络、电话、安防、水电设施及停车
场一应俱全！18673051019龚小姐

写字楼出租
遗失声明

张家界羊公泉大鲵驯繁专业合
作社遗失张家界市慈利县质量
技术监督局 2012 年 12 月 4 日
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代码号:05802747-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郴州市深光农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431000
007913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呈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潘嘉兵 电话 13871268298

遗失声明
长沙县汇丰花卉苗木专业合作
社不慎遗失禹舜之的私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罗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4年 1月 20日核发注
册号为 430104000084527（2-2）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富甲烘焙食品店遗失个
体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8216001267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芳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4000112614；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 430104394218079，
声明作废。

公 告
湘 AE561Y唐成
因你驾驶车辆未取得道路客运
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
营，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
我单位接受处理，我局现己作出
行政处罚告知，请你于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取《行政
处罚事前告知书》、《延长扣押期
限决定书》逾期未来领取，则视
为送达。（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荷
花路 7 号， 联系：0731-84694770
联系人：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6年 5月 20日

遗失声明
湖南省广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普通发票，代码：243001
670039，号码：005057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怀
化分公司遗失发票，发票号 20
199447， 金 额 157376.01 元 ，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攸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攸县食品药品检验所、攸县质
量监督检验及计量检定所、攸
县食品药品稽查大队拟向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 2016年 5月 20日起 90 日
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攸县
质量监督检验及计量检定所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事
证第 143022300059）已遗失，
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声 明
长沙雄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因
财务章、法人章损坏，现声明
作废，丢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布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
5510016535404，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于 2016 年 5 月 11 日决
定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
公司清算组。 为保护本公司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当
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
报债权。 本公司清算组地址 :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59 号顺
天城 1703室 邮编:410011联系
人:颜家彦 电话:0731-84416456
长沙经典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6年 5月 17日

遗失声明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系
2013级全体学生，全部学生证
及警号(S430063至 S431118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冯健-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
78号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30105600
2584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嘉荣商务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遗失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056
00241259，声明作废。

好项目 我出钱
按出资比例分红或项目等抵
押借款、面向全国大额投资。
高薪聘请驻地商务代表。

TEL：023-63300077
本 广 告 长 期 有 效

公告声明

信用卡办理下卡快，前期无任何
费用。 13787284183

永拓投资借款
本市户口凭身份证当天放款，
无抵押（天佑大厦 2801 室）
火车站阿波罗商场对面
85526365、15073122992

咨
询

招商、理财咨询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招司机搬运工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便民搬家

招生 招聘★大额资金寻各类项目，区域不限
★在（扩）建工程、房地产、矿业、旅游、
交通、农牧业、畜牧业，制造业、酒店、学校等

028-69292928

大额资金 全国直投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200 万起贷， 代打各类保
证金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
028-86759888（中融信行）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 号湘域中央 1 栋 9 楼 911 室
www.hayija.com/cs/

非手术， 一根根
“植入式”增发，少
多少，增多少。 可
做小平头，前发际，
往后背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白发，
物理方法变黑 。

咨询热线：0731-
89831328 89831428
凭此广告 折6.8

增发后

白发前

增
发
前

增
发
后

扫一扫左边的二维码图案，加我微信

韩艺家
HAYIJA

大理石工厂批发价，家装
工装。 13657498063

快取：教师会计学历职称医
护建筑药师 13332516331考证

五粮液股份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您想做白酒生意发展吗？ 那就请加盟五粮液股份
有限公司福喜迎门酒！ 该酒浓香型,品质优异，尤
其适合婚宴、寿宴、喜庆宴等。 价格低廉，大众消
费，各门户网站正在播映“福喜迎门”喜剧微电影
以及支持广告费、门头装修、业务员工资等丰厚市
场政策支持，现特惠诚征县市级以上总经销商！

加盟 QQ：159815698 159815928
028-68988888 18811182888
网址：www.wlyfxym.com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企业及个人投资借款（房地
产、工程、矿业、能源、种养殖
业等优质项目）。 200 万起贷，
区域不限，手续简便，利率低，
代缴工程保证金、 土地出让
金。 详询：028-66000068

大额资金 投资借款

转让 租售

下列证件声明作废
湘辉旅行社湘 A39453、湘 A22
449、湘 A17355 道路运输证；
花明运输湘 AY4128进站登记
卡 ；益阳湘运湘 H92663、黄
石交运鄂 B16767准运证。

遗失声明
湘阴县鼎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执照号 43062
4000018423），声明作废。

公司解散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
立了公司清算组。 为保护本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
应当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
式申报债权。 本公司清算组地
址：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 999
号，邮编：410000，联系人：于
梓林，电话：13974876979
湖南云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清算组 2016年 5月 19日

遗失声明
君祥纳鑫商业贸易（湖南）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寻优质项目：房地产、矿产、电站、新能
源、学校、种养殖、医院、制造加工业、
各种在建工程等，高薪聘商务代表。
13721090758胡经理 15157770017王经理
邮箱：2793628556@qq.com

大额资金 全国直投

项目编号:G316BJ1007196；项目名称:株洲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51%股权；总资产(万元):�6162.51；
净资产(万元):�48.29；项目简介：注册资本：2000 万元；经营范围：管道天然气储运、销售；城市天然气
管网及设施建设、运营；天然气利用与技术开发；(上述项目中，涉及行政许可的凭本企业有效许可证件
经营)；燃气器具批发零售；燃气输气设备及材料供应；自有设备租赁。 挂牌价格(万元)�:1020.000000

重要提示：本项目已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在《证券时报》进行法定披露，项目挂牌截止日期
以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站上的公示日期为准，详情请点击北交所网站 www.cbex.com.cn

联系人：郭先生 联系电话：010-66295658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道路决定民族的命运， 旗帜
指引复兴的方向。

回望来路， 历史与实践反复
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
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立足于
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现实， 不断丰
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 不断开拓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新境界，肩
负重任，奋进前行。

创造历史
开辟未来的伟大道路

2013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
员会的委员、 候补委员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在中央党
校开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
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是根植
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
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

科学社会主义， 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
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的
讲话自信而坚定。

这是穿越历史纵深历经艰辛
探索得来的正确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
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掌握自
己的前途命运， 中华民族从此迈
向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1978年，刚刚摆脱十年浩劫
的中国，徘徊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具有深
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 从拨乱
反正到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人
稳稳把握前进的正确航向。

37年间，中国巨变，举世震
撼。 中国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越
美国；中国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第
一大发动机，成为世界最大贸易
国。

这是根植中国现实， 符合人
民根本利益的必然选择———

2013年3月23日， 习近平总
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
讲中形象地说：“‘鞋子合不合脚，
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
展道路合不合适， 只有这个国家
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40年间， 中国的人均GDP增
长了100多倍；30年间，中国的城
镇人口增加超过6亿；20年间，超
过6.8亿的中国人成为了网民，享

受信息时代的高效与便捷……
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

工作会议举行， 中西部22个省区
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
了脱贫攻坚责任书， 扶贫攻坚战
正式打响……

这是顺应时代潮流， 展现独
特优势的成功实践———

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 复苏
乏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外部环
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的背景
下， 中国始终保持着政治社会稳
定、经济持续发展的态势，对世界
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
右，稳居全球第一，继续扮演着全
球经济增长“稳定之锚”的角色。

薪火相传
不断发展的伟大实践

“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
务， 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
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明确指
出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大
思想、重要部署，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和创新。

———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
的梦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走中国道路， 丰富和发展了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
认识。

———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基础性作用”到提出“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

———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
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
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
程的大逻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
从严治党，“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协调推进， 成为党中央治国理政
铺排布局的内在逻辑， 丰富和发
展了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认识。

———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丰富和发展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

……

坚定自信
凝聚力量的伟大旗帜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 展览时
说：“回首过去， 全党同志必须牢

记， 落后就要挨打， 发展才能自
强。 审视现在， 全党同志必须牢
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
的道路多么不容易， 我们必须坚
定不移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
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我们付
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聚焦时代方位， 中国再次来
到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改革攻
坚期、发展转型期，“十三五”规划
全面展开， 距离第一个百年目标
的实现只剩不到5年，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冲刺已经开启。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
书记在多个场合， 反复强调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
意义。基于实践的判断；立足现实
的要求；面向未来的宣示。

路在脚下，梦在前方。“十三
五”大幕拉开，前进的号角再次吹
响。向着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正迎来更加光明
的前景。 ■据新华社

通向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