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6日，在成都东站，乘客同乘务员和“熊猫”在西成高铁成都首发列车前合影。当日，西安至成都的高铁列车
呼啸穿过秦巴山脉，开辟了中国西部发展新格局。 新华社 图

要快读

韩国总统文在寅下周访华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6日宣布：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韩国总统
文在寅将于12月13日至16日对中
国进行国事访问。

英国伦敦警方5日宣布， 挫败
了一起针对首相特雷莎·梅的自
杀式恐怖袭击阴谋，并指控两名男
子涉嫌谋划这一行动。

警方认为， 这两名男子企图
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用简易爆
炸装置发动袭击，并趁乱用刀刺杀
梅。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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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翠林不慎遗失湖南农业大学
于 2006 年颁发的毕业证，证件
号 :105371200605002118, 遗
失学位证，证件号：10537420
060023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桂东平顺建筑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副本， 证号 33837551-2，
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
431027338375512，声明作废。

◆湖南商学院工程管理专业毕业
生李梦佳遗失毕业证，证号 10
554120130500054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思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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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江，电话 15802681660

◆曹子砾（父亲： 曹志斌，母
亲：黄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9830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汝城县大坪铁矿开发公司遗失
汝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9 月 1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3102600000121
3；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 18820087-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临武县福林水果种植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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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力群，电话 13789127666

注销公告
临武县福林半岛蔬菜种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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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金 13973534770

遗失声明
临武县福林水果种植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临武县工商局 2015 年
1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 册 号 431025000010803； 遗
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1025329356555，声明作废。

◆鄢然遗失湖南科技大学潇湘
学院土木工程系 2011 级三方
就业协议书，编号:11512649000
44，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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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监狱齐浩遗失警号：4305
522，特此声明作废。

◆岳阳监狱范敏遗失警号：4305
813，特此声明作废。

◆孙班武（身份证号 4310211983
0620097x）遗失焊工证，编号：T4
3102119830620097x，声明作废。

◆陈平遗失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计算机应用专业毕业证书，证号：
430224198210044879，声明作废。

◆黄敏遗失护师资格证，证书
编号:12110895，声明作废。

◆周宏林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
证号 4422160104297，声明作废。

◆本人左丽婷不慎遗失由人事部、
卫生部颁发的 2017 年度护考成
绩合格证明，身份证号 431028
199808163629 声明作废。

◆何国海遗失施工员证， 证号:
43161010004277，声明作废。

◆戴恒宜(身份证号码:430522
198708237858)遗失爆破工程
技术人员初级/D 证，许可证
编 号 :4301000400775 (51XX
C1918)，声明作废。

◆刘妤彤（父亲:刘刚，母亲:吴
尚津）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616250，声明作废。

◆李银行（父亲：李海飞，母亲：
蒋华丽）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749036，声明作废。

◆本人冯亚芳（43021119920818
0460）遗失株洲林溪郡一万元认
筹收据：0006339，声明作废。

◆罗玄（父亲：罗红纲，母亲：张
娜朵）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251045，声明作废。

◆肖建军 2017 年 12 月 5 日
遗失身份证，证号 430422198
406170015，声明作废。

◆廖冬娥遗失税控收款机通用机
打发票 1份，代码 143001210128，
号码 39537619，声明作废。

◆孙珍娟遗失质量员证， 证号：
43161060000386，声明作废。

◆田海艳遗失阳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商
业保险单，保单号:C83082017
1204202779 第二联、第四联，
声明作废。

◆陈杨遗失施工员证， 证号:
431610100008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简爱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6 年 3 月 30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11MA4L3HJN5U；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34324901； 遗 失 机 构
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3011
1034324902； 遗 失 公 章 、 财
务专用章 、法人私章（曾定）
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 营 者 甄 梨 宏 遗 失 张 家
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定分局
2011 年 4 月 26 日换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4308026000
786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华大锡小山冲水电站遗失江
华县地税局核发税号 4311297
34783534税务登记证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织尚织造有限公司遗失
己填开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两
份，发票代码:4300151320，号码:
02665512，08682943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30124685021356U，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雄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 2012 年 5 月 16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注册号 430103000073760；遗
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103565930563；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5659305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星沙佳惠超市遗失由长
沙县地方税务局核发的证号为
4302219631103457802 的税务
登记证正本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广田方特幕墙科技有限
公司长沙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4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0192000039089,声明作废。

针对近日媒体报道的北方
部分中小学未供暖， 学生们只
能“跑步取暖”的现象，教育部6
日回应称， 教育部对此高度重
视， 已要求地方迅速解决中小
学供暖问题，“真正把孩子们的
冷暖放到心上”。

“我们确实非常心疼这些
孩子们，也非常着急。”教育部
新闻发言人续梅在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教育部对此事高度
重视，部领导明确要求采取切
实有效措施，督促地方迅速地
解决中小学供暖问题。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已向
有关省份下发督办通知单，要
求迅速查明情况，迅速解决问
题，确保师生正常教育教学工
作。

“孩子们的事情没有小
事。”续梅说，“希望地方基层政
府、教育部门、学校引以为戒，
真正把孩子们的冷暖放到心
上，真正能做到以学生为本，切
实保障学生的利益， 从而保证
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一个相
对比较好的条件下健康成长。”

■据新华社

教育部回应“学生跑步取暖”：非常心疼
已要求地方迅速解决中小学供暖问题

英警方挫败暗杀首相阴谋

12月5日，“中国聚变工
程实验堆集成工程设计研究”
项目启动会在合肥举行，宣布
中 国 聚 变 工 程 实 验 堆
（CFETR） 正式开始工程设
计， 并推出中国核聚变研究
“分三步走”、最终解决人类终
极能源问题的发展路线图。

聚变能源由于资源丰富
和接近无污染，被认为是最有
希望彻底解决人类能源问题
的出路之一。 我国于2006年
正式加入国际热核实验反应
堆（ITER） 计划， 成为承担
ITER采购包七方中目前进度
最快、质量最优的国家，并通
过一系列聚变装置的建设、实
验和国际合作， 积累了研究、
管理与技术经验，为启动中国
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奠

定了基础。
据介绍，CFETR集成工

程设计研究将瞄准前沿目
标，发展聚变能源开发和应
用关键技术，为CFETR的建
设奠定科学基础，提升我国
聚变能发展研究的自主创
新能力。

启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建刚介绍了中国聚变工
程实验堆的科学目标、现状和
总体计划，计划分三步走完成
“中国聚变梦”。 第一阶段到
2021年，CFETR开始立项建
设；第二阶段到2035年，计划
建成聚变工程实验堆，开始大
规模科学实验； 第三阶段到
2050年， 聚变工程实验堆实
验成功，开始建设聚变商业示
范堆。 ■据新华社

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部署加快推进政务信息系
统整合共享，强调在年底前初
步实现国务院部门40个垂直
系统向各级政务部门开放共
享数据。

各省级政府
和71个部门均“联网”

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落实
国务院部署，各省级政府和71
个部门已接入国家电子政务外
网，在信用、人口信息等领域实
现跨部门、跨地域、跨层级数据
共享。 下一步要明确提供公共
数据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
容，按照“整合是原则、孤网是
例外”的要求，对分散、独立的
政务信息系统加快清理整合，
统一接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并依法依规向社会开放；打
通数据查询互认通道， 逐步满
足政务服务部门对自然人和企
业身份核验、纳税证明、不动产
登记、 学位学历证明等约500
项数据查询等需求， 对依法依
规应由政府提供、 可经政务信
息系统查询到的信息， 一般不
得要求另开证明； 通过购买服
务等方式， 发挥社会专业力量
作用，加快各地政府、各部门网
站和中国政府网等信息系统互

联互通，积极推动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全国漫游”。 建立政
务数据校正完善机制，按照“谁
提供、谁负责”原则，确保信息
及时、可靠、完整、权威；加快对
涉及信息共享急需的相关法规
规章立改废；确保信息安全。

让企业和群众
少跑腿、好办事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
人说， 政务信息资源是国家数
据资源的重要组成， 是支撑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基础。 运用信息技术推
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将
有效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
烟囱”，更好地落实“放管服”改
革，以最大程度利企便民，让企
业和群众少跑腿、好办事。

会议同时确定了推进公共
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
的措施，强调以保障性住房分
配、政府采购、国有产权交易、
国有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
让、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等为
重点，由各地各部门纳入主动
公开目录清单；探索完善财政
资金对困难群众补贴的公开
方式， 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得到保障。

■据新华社
普京宣布明年参选总统

俄罗斯总统普京6日在下诺夫
哥罗德说，他将参加定于2018年举
行的俄总统选举。

年底前国务院部门40个垂直系统向各级政务部门开放共享数据

力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全国漫游”

瞄准人类终极能源问题
“中国聚变梦”有了时间表

西成高铁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