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底”做CT

今年我省中小学将评157名“教授”
把师德放在教师评价首位 对长期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工作的教师放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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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6日讯 今天，湖南省教育
考试院下发相关通知称，按照教育部统
一安排，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网上报名时间为2018年10月10日至
31日每天9:00-22:00（逾期不再补报，
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 网上支付报
考费时间为10月10日至31日。

现场确认时间安排在11月5日至8
日，错过确认时间，将不予补办。考生
因自身原因导致不符合报考条件，如
网报信息不准确、弄虚作假、未在规定
期间进行网上支付等， 报考点将不予
办理现场确认手续。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景涵

9月26日下午，天天（化名）正在进行CT检查，他没有紧张、吵闹，而是被周围的海洋
鱼类吸引，蓝色灯光的映射中，仿佛置身海底世界……日前，湖南省儿童医院“装饰”升级
了一间海洋主题CT室，孩子们做检查时更配合了。据放射科医师高兵介绍，做CT时，稍微
动一下，都可能造成伪影，影响效果，打造这样的空间，可以减轻孩子的心理压力。目前，
这台CT每天要为60余名小患者提供服务。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姚家琦 李奇 摄影报道

本报9月26日讯 今
年， 湖南又有157名中小
学教师可评为“教授”！日
前，人社部办公厅、教育
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
做好2018年度中小学教
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下称《通知》），就2018年
度全国中小学（含幼儿
园，下同）教师职称评审
工作有关事项作出安排
部署，并公布2018年度各
省（区、市）中小学正高级
教师指标数， 共计3604
个。其中，湖南省中小学
正高级教师指标数 157
个。《通知》要求，今年年底
前完成评审工作。

把师德放在首位

根据《通知》，今年教
师职称评审工作将以职
业属性和岗位要求为基
础， 区分不同学科特点，
充分考虑音体美等学科
教师教育教学实际，完善
充分体现中小学教师岗
位特点的评价标准。同
时，对中小学、幼儿园和
特殊教育教师等实行分
类评价，把师德放在教师
评价的首位， 坚持重师

德、重能力、重业绩、重贡
献，突出教育教学实绩，引
导教师潜心育人。 进一步
畅通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
职称评聘渠道， 适当提高
中小学、 幼儿园高级教师
岗位比例。

为进一步提高评审
质量，将坚持以同行专家
评审为基础的业内评价
机制，进一步创新评价办
法，提高评审质量，增强
评审结果的公信力。评审
通过的正高级教师中，担
任学校和教研机构行政
领 导 职务 的 不 得 超 过
30%。中小学正高级教师
职称评审结果年底前报
两部备案，未经备案不予
认可。

向农村教师倾斜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和脱贫攻坚部署， 进一
步推进城镇教师向乡村
学校、薄弱学校流动，将中
小学教师到乡村学校、薄
弱学校任教一年以上经
历作为申报高级教师职
称的必要条件。 同等条件
下中、 高级教师职称评审
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

地区倾斜， 向农村教师倾
斜。 长期在农村和艰苦边
远地区工作的中小学教
师， 职称评审放宽学历要
求，不作论文、职称外语和
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提
高实际工作年限的考核权
重。“定向评价、定向使用”
的基层中小学高级专业技
术岗位实行总量控制、比
例单列， 不占各地专业技
术高级结构比例。 有条件
的地方可建立农村和艰苦
边远地区中小学教师职称
评审委员会或评审组，进
行单独评审。 允许所教专
业与所学专业或教师资格
证专业不一致的教师参与
职称评审， 促进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一专多能教师专
业发展。

《通知》指出，将着力
规范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
程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强化公示公开， 接受广大
中小学教师的监督。 严禁
利用职务之便为本人或他
人评定职称谋取利益，通
过弄虚作假、 暗箱操作等
违纪违规行为取得的职
称，一律予以撤销。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景涵

减资公告
经长沙长盈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全体合伙人决定：本合伙企
业财产总份额从 500 万元减至
210万元。现予以公告。为保护本
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
要求本公司清偿或提供相应的
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
提出要求。 联系电话：0731-82976363
联系人：龙兴

注销公告
湖南佳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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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钢， 电话 :18907312072，地
址： 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549号联合商厦 2505室

注销公告
湖南朗旭健康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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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旭，电话 13574893258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远足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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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玲，电话 15580114447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壹码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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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浩，电话 18390001123

注销公告
湖南植科农资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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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电话 13507484490

注销公告
蓝山县德顺木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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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顺喜，电话:13922370415

注销公告
株洲恒超机械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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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建文，电话 13973374420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忆然餐厅遗失
2014 年 7 月 11 日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 43010260040479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元区君和天悦茶行遗
失天元区国税局核发的湘国税
登字 350784198701231015 号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睿丽生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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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洁琼，电话 13677495947

减资公告
湘阴县湘深能源管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100 万元， 现予以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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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
人：杨岿然，电话 18673651115

遗失声明
湖南奥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 2011 年 3 月 21 日核发
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册
号 430103000078878； 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陈
华）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同顺机动车检测
服务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孙
爱平,编码：430122011729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博皓电器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09 年 5 月 11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1
02000048865，声明作废。 声 明

长沙盛世艺海投资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205
16942411）已启用新的行政公
章，原行政公章作废不再使用。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长沙维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
成员大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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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电话:13973145282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林梵服装店遗失
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6 年 7月 29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为：
430111600933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林凡服装店遗失
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2 年 5月 21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为：4301
026003667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饭饭小吃店遗失
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5 年 7 月 7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为：
4301026006181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爱米粒饭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
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 43010260059576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大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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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协平，电话：18873371333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县柏祥十步加油站投资人
周三强于 2018年 9月 17 日决定
解散岳阳县柏祥十步加油站，
为保护本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
内，债权人应当向本企业投资
人申报债权。 联系地址：岳阳
县柏祥镇十步村 S312 道路北
侧。 联系人：周三强
联系电话：13786093885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县月田电力加油站投资人
李国辉于 2018 年 9 月 22 日决
定解散岳阳县月田电力加油站，
为保护本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
内，债权人应当向本企业投资
人申报债权。 联系地址：岳阳
县月田镇岳平路一号。 联系人：
李国辉，电话：13487788499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县花苗加油站（普通合伙）
投资人徐陆雄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决定解散岳阳县花苗加油
站（普通合伙），为保护本企业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60 日内， 债权人应当向
本 企 业 投 资 人 申 报 债 权 。
联系地址：岳阳县月田镇江先村
（金家湾石咀）。 联系人：徐陆雄
电话：13873078338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县筻口镇潼溪加油站投资
人李光明于 2018年 9月 17 日决
定解散岳阳县筻口镇潼溪加油
站，为保护本企业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企业
投资人申报债权。 联系地址：
岳阳县筻口镇沙南村大元片，
联系人：李光明
联系电话：13974019811

解散（清算）公告
岳 阳 县 永 兴 加 油 站 投 资
人李庆来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
决定解散岳阳县永兴加油站，为
保护本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
债权人应当向本企业投资人
申报债权。 联系地址：岳阳县
筻口镇移山村莲塘片。 联系人：
李庆来，电话 13907402359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县筻口镇熊市农机加油站
投资人姚陆钢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决定解散岳阳县筻口镇熊市
农机加油站，为保护本企业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60日内，债权人应当
向本企业投资人申报债权。 联
系地址：岳阳县筻口镇西冲村
双港片，联系人：姚陆钢
电话 13077100660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县中洲加油站投资人刘夏
秋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决定解
散岳阳县中洲加油站，为保护本
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债权
人应当向本企业投资人申报债
权。 联系地址：岳阳县中洲乡
中洲村三组。 联系人：刘夏秋
联系电话：13973042416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县长湖乡鸿安加油站投资
人刘夏秋于 2018年 9月 17 日决
定解散岳阳县长湖乡鸿安加油
站，为保护本企业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企业
投资人申报债权。 联系地址：
岳阳县长湖乡范家村（长柏路
与 107国道交叉处）。 联系人：
刘夏秋，电话：13973042416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县荣湾加油站投资人周湘
林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决定解
散岳阳县荣湾加油站，为保护本
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债权
人应当向本企业投资人申报债
权。 联系地址：岳阳县荣家湾
镇兴无村十组，联系人：周湘
林，联系电话：13575086333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县柏祥加油站投资人刘公
海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决定解
散岳阳县柏祥加油站，为保护本
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债权
人应当向本企业投资人申报债
权。 联系地址：岳阳县柏祥镇
七一村，窑岭片西边组 5号
联系人：刘公海
联系电话：13077102723

注销公告
长沙市鸿展装饰工程设计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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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艳春 18163638336

遗失声明
体育网点 01672 遗失湖南省行
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一
份，收据号 03141069，金额壹万
元整。 业主刘晓东，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兆鱼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为保护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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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报 债 权 。
清算组负责人：凌春发
清算组成员：李香、杨琼、王杰、
邓向阳 电话：13647334088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黄河
北路 100号华尔兹公寓 807 号

注销公告
长沙峰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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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峰，电话 14789812547

遗失声明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益阳中心支公司七子浃营
销服务部遗失中国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于 2016 年
6 月 14 日颁发的经营保险业务
许可证，机构编码为：00001543
0981003，特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县新开供销加油站投资人
黄剑英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决定
解散岳阳县新开供销加油站，
为保护本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
内，债权人应当向本企业投资
人申报债权。 联系地址：岳阳
县新开镇 107 国道旁 1489 公里
处黄泥组路段，联系人：黄剑
英，联系电话：15115026755

遗失声明
株洲市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
株洲县分公司遗失株洲县质监
局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3206206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纵道智收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联），代码 4300171130，
号码 03348572，特此声明。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县筻口镇移山加油站投资
人李文峰于 2018年 9月 17 日决
定解散岳阳县筻口镇移山加油
站，为保护本企业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企业
投资人申报债权。 联系地址：
岳阳县筻口镇移山村八组
联系人：李文峰
联系电话：13975039063

遗失声明
陈夏遗失长沙碧桂园天玺湾 5栋
27O3 房契税发票办证联，金额：
21087.62 元 ， 发 票 号 码 ：0255
15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分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
发票总计 20 份，发票代码：430
0171320，发票号码： 01902494、
21305426-21305431、21305472
-21305473、21305401、2130546
2，共 11份；发票代码：4300172
320，发票号码：03654987-0365
4988、03654996-03654997、036
55050、03655339、14415103、14
415138、14415262，共 9份，特此
声明作废。

提示：登报公示 保护权益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鼎极便民信息
长沙雨花区雅礼中学门口邮政报
刊亭优价出租或转让， 已经营十
年，接手即盈利。 13787212998刘

转让◆出租

遗失声明
湖南佳猎安防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4300
171320，号码 01984012，声明作废。

考研网上报名10月10日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