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媒唱响
扶贫主旋律

早在今年2月， 湖南日
报社便与桂东县达成诸多
共识。近年来，湖南日报社
一直聚焦扶贫热土， 坚持
正确舆论导向， 深入走访
调研，找准时代的共鸣点，
讲好扶贫的湖南故事，传
播扶贫的湖南声音， 阐述
扶贫的湖南理念。

湖南日报社党组副书
记、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邹继红介
绍， 鉴于湖南旅游资源丰
富， 湖南日报社专门成立
了全域旅游中心， 以旅游
扶贫为切入口， 讲好精准
扶贫的湖南特色。“希望能
通过本次媒体行活动，将
全国媒体的目光吸引在桂
东、聚焦在桂东，为桂东凝
聚起扶贫攻坚的强大合
力！”邹继红说，他希望以
桂东为样本， 湖南日报与
全国主流媒体的联手，开
辟了一种“旅游+扶贫+媒
体”的新思路、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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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刘娟辉美容馆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区分局 2013年 6月 6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11600548841，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湖南玉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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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蒋立娟，电话 13873058111

遗失声明
岳阳久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4 年 8 月 1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306000000833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和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
A4L795U38)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法人(李和京)私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隆回县中心家私城遗失隆回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5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43052460007
3958，声明作废。

◆曹佳怡（父亲：曹彬，母亲：匡
航萍）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10667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瑞德汽贸有限公司遗失
平江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7 年 7 月 21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626MA4LA8YJ16，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老李蔬菜经
营部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武陵源分局 2012年 10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8116000248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武县镇南乡喜庆烟花爆竹专
卖店遗失临武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4 年 3 月 11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1025
0000084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星子溪自来水有限公司
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年 8月 4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308000000
41930，声明作废。

◆戴维（父亲：戴国策，母亲：
李丹）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1318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洞庭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6年 8 月 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
0600186250218U，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德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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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肖辉，电话 15907318388

遗失声明
湖南伊车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213256730516)遗
失作废增值税专用发票 4 份,发
票代码 4300163130,发票号码
06129348、06129360、06129357、
0612935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醴陵春天陶瓷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提单一份,提单号 4363-0213
-708.016,船名MSC SONIA,
航次 FD735W,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安沙镇邹丽百货商店遗
失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星安
管理所 2013 年 8 月 23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1
21600325877,声明作废。

◆本人李文（身份证：43012219
8102071118）不慎遗失所持有
的由望城区征地办核发的限价商
品房购房证明（2013）1233 号 ，
面积 110平方米；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李正石（身份证 43012219
5209200932）不慎遗失所持有
的由望城区征地办核发的限价商
品房购房证明（2013）1232 号 ，
面积 165平方米；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花垣县联宇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石登仁，电话 15174381373

遗失声明
芷江张小花雕刻店遗失芷江食
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
11 年 9 月 7日核发注册号为 4312
28600043480营业执照正副本，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立仰特殊钢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刘沂洁
电话：13973153546

遗失声明
胡杨遗失芷江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09 年 7 月 7 日
核发注册号为 431228600029322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鸿泽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1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2-2，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2M
A4L5KAP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乡县旺华生猪养殖场遗失
中国人民银行安乡县支行核
发的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
J5581000212601，声明作废。

◆袁群英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编
号 43072100120007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非尝道湘菜馆
（信用代码 :43010519720315
1546)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代码：4300171320，发票
号码：15516076-15516275，
遗失税控盘，均声明作废。

◆李玉菡（父亲：李兴胜，母亲：全
玲琼）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734153，声明作废。

◆龙琛（父亲：龙跃平，母亲：刘
小欣）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630828，声明作废。

公 告
我局在编不在岗人员沈博
航， 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回局里报到或办理相
关手续。 否则， 我局将按照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
四章第十五条之规定处理，
法律后果由你自行承担。

安乡县民政局
2017 年 10月 11日

遗失声明
郴州市俊华燃料油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郴州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北湖分局 2016 年 6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10003955
55878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闰鑫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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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吕洁，电话 18673328868

注销公告
长沙上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张乃昕，电话 18874709788

◆何勇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95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西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
分局 2016 年 9 月 12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30103MA4L6CG
438;及长沙银行汇融支行营
业部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10036139801 和机构
信用代码证：G10430103036
13980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州市零陵区蓝精灵幼儿园
（注册号：143110262012281）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杨美玲遗失湘雅二医院的
护士执业证书，证号 201543
008949，声明作废。

◆周冰遗失护士执业证书，编
号 201243001647，声明作废。

◆刘思扬（父亲：刘宽，母亲：
张娟）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215847,声明作废。注销公告

株洲市嵩源水利经济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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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黄明亮 13973392820

遗失声明
湖南瑞驰泰利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税号 430111092573024）
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1 张，
发票代码 143001620660，发票
号码 000270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宝丰农场餐厅遗
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6 年 12月 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30122MA4L870
W8E；另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编号：JY2430122026
6508；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加道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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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李科，电话：15343318868

注销公告
长沙泰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朱宁，电话：18807471252

公司合并公告
根据湖南长沙西南方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与长沙桐林坳混凝
土有限公司、 长沙恒昌建材有
限公司、 湖南长大四维混凝土
有限公司的合并协议， 湖南长
沙西南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0 万） 吸收长沙
桐林坳混凝土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 1200 万）、 长沙恒昌建材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
湖南长大四维混凝土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00 万）；长沙桐林
坳混凝土有限公司、 长沙恒昌
建材有限公司及湖南长大四维
混凝土有限公司解散注销，湖
南长沙西南方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存续。 合并后，存续的湖南
长沙西南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的注册资本为四家注册资本
之和（即 8200万人民币）。 长沙
桐林坳混凝土有限公司、 长沙
恒昌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长大
四维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债权债
务由湖南长沙西南方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承继。 为保护合并
各方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合并各方公司的债权人可以要
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湖南长沙西南方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联系人：裴芳，电话 15084826946
长沙桐林坳混凝土有限公司
联系人：楚甜甜，电话 18874080066
长沙恒昌建材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立，电话 13974959459
湖南长大四维混凝土有限公司
联系人：谭霜，电话 15974256877

2017 年 10月 10日

注销公告
湖南军信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
长沙市岳麓区杜鹃路 888 号西
城集团二楼 联系人:单峰
电话:13908479393

湖南军信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2017年 10 月 10日

遗失声明
株洲恋上邮轮商旅服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
203096048446E）遗失财务专
用章、法人（周苏林）私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雨花区佩泽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左荣，电话 18608402623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盈林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丁学群，电话 15173008667

注销公告
湖南全铄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刘伟，电话 15074986996

注销公告
湖南玄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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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刘波，电话 15074986996

◆张辰宁（父亲：张辉，母亲：
漆慧）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8036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会同县医药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代码 43
00164320，号码 273141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大冲矸石砖厂遗失冷
水江市工商局 2010 年 10 月 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1381600072418，声明作废。

◆长沙市公安局李胜遗失警官
证，证号：019541，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株洲市芦淞区杜家饭店遗失发
票领购簿一本，税号：421022
198011155416，声明作废。

◆朱家欣（父亲：朱熙，母亲：
丁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958151，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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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扶贫全国主流媒体桂东行”启幕

解密“天空之城”，解读“旅游扶贫”

【见证】
“旅游扶贫”成桂东模式

桂东地处湘粤赣几何中心，
是湖南平均海拔最高的县， 风景
秀美，夏凉冬暖，物产丰富，适合
康养。尤为吸引人的是，森林覆盖
率超过了85%，是世界吉尼斯总部
多次检测认定的世界上负氧离子
含量最高的地方, 最高瞬时值竟
达每立方厘米15万个。 也因海拔
与环境，桂东冬暖夏凉，夏季平均
气温比长沙低6～8℃， 舒适度赛
过昆明等地。

今年， 桂东建成了养生休闲
避暑点306个，并推出了一系列康
养旅游产品， 前7月接待游客已达
250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1
亿元，分别增长30%、28%。其中广
东游客就有近百万。

【解密】
如何打造“养生天堂”

一座小城， 何以成为湘粤赣
等地游客的“养生天堂”？

桂东是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创建单位，鲜为人知的是，桂
东矿产丰富， 却一直坐拥金山而
拒绝开发，主政者理念超前，早就
提出了“全景桂东，全域旅游”的
概念，守山封矿，呵护净土。

桂东县委书记谭建上介绍，
有生态、气候、资源等先天优势
的桂东， 构筑了以绿水青山养
眼、负氧离子养生、红色文化养
心、淳朴民风养德、绿色食品养
身等“五养”为重点的全域旅游
发展蓝图。

近年来， 该县每年安排的旅
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达到4000万
元以上，100个生态旅游项目总投
资达100亿元，全面带动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县创建进程。

“等齐云峰国家级森林公园、
群众路线发祥地、 红军长征首发
地、三千湖风景区、三台山公园、
森林康养基地、桂东植物园、万洋
相思草山等旅游项目建设完成，
就形成了全域旅游经济发展圈，
县域大景区也基本成型。”桂东县
委副书记、县长伍志平说。

【榜样】
旅游带动产业扶贫

桂东对全县102个村的旅游
资源进行科学整合，将青竹村、流
源村等12个村定位一类旅游扶贫
示范村， 各村正积极组织进行旅
游产品设计。

在普乐镇三鑫陶艺园， 普乐
土陶非遗传承人方小林用“泥巴”
带领村民脱贫。手工土陶坊通过吸
引游客制陶带来的增收一年有5万
元，在此打工的贫困户人均年收入
增加到1.5万元。

近两年， 桂东旅游产业带动
贫困户直接脱贫每年达到1.8万
人， 直接带动贫困人口人均增收
800元以上。2017年， 桂东被省扶
贫办、 省旅发委列为湖南旅游扶
贫示范县创建单位。

据介绍， 桂东将充分利用
“红色旅游”“生态旅游”扶贫品
牌， 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
精品旅游景点开发， 着力创响
“桂东在高处， 山水氧天下”旅
游品牌， 引导帮扶贫困群众从
事旅游商品制作和销售、 开办
农家乐。

10月11日上午，“桂东在高处，山水氧天下”旅游扶贫
全国主流媒体桂东行活动记者见面会在桂东县玲珑王大酒
店正式启动，全国70余家主流媒体、120多名媒体记者带着
对“养生天堂、避暑胜地”向往之情，开启一段“醉氧”之旅。

■记者 孟姣燕 文志辉 梁兴

10月11日，美丽的桂东县植物园。 记者 李健 摄

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