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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17日，一年一度
的“万人空巷抢格力”即将火爆
上演， 一场震撼家电行业的底
价风暴席卷全省。

截至3月12日， 湖南的认
筹数量已突破十万张。湖南格
力副总经理张平接受采访时
表示：“自2月22日全省启动认
筹开始， 各格力网点和苏宁、
通程、国美、步步高等各大家
电专柜、卖场前来认筹的顾客
络绎不绝，认筹数量还在不断
攀升。”

在湖南格力相关负责人看
来，3月份正是购买、 安装空调
的好时机。“夏天空调价格上
涨，经常断货、优惠幅度不可能
太大。空调安装扎堆，影响售后
服务体验。”在天热前提前释放

购机需求， 避开旺季货源、送
货、安装压力，同时给消费者实
实在在的优惠， 这正是格力让
消费者和经销商双赢之举。

格力电器作为全球空调行
业的领军品牌， 一直坚持自主
创新， 其卓越的品质和领先的
技术早已成为消费者选择的强
心剂。全年买家电的最佳时期，
一年仅此一次的底价优惠，货
源充足种类还多。 消费者只需
认筹20元即可获得抢购资格和
一袋2.5kg的查干湖大米，以及
单品2000元以上立减100元的
优惠！活动认筹仅剩最后一天，
还没有认筹的朋友，赶紧在3月
15日前往格力各大门店和专卖
店认筹吧！

■罗灵芝

“万人空巷抢格力”认筹势不可挡
逆市引爆家电年度大戏

本报3月14日讯 民办
学校变相组织招生考试、“掐
尖”选择生源，以各类竞赛证
书、 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
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变相收
取“建校费”“择校费”等其他
费用……这些行为在湖南将
被严格禁止。近日，省教育厅
发布《关于加强民办学校招
生工作管理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严格规范民办学
校招生计划和招生方式等。

【招生】严格执行免试规定

《通知》要求，民办学校要
严格执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下达的招生计划，不得超计划
招生，在校生数要控制在审批
机关核定的办学规模内，实施
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起始年
级不得设置大班额。

根据《通知》，民办学校
应按有关规定， 与当地公办
学校同期面向社会招生，不
得提前组织招生， 不得违规
委托社会中介机构组织招
生， 不得以给付招生费用或
许诺利益的方式委托或者变
相委托生源学校及其教职工
招生。

同时， 民办普通中小学
校不得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
举办或者委托校外培训机构
举办招生考试， 不得把学生
在校外培训机构的考试成绩
及综合测评结果等信息作为
招生依据。另外，实施义务教
育的民办学校要严格执行免
试入学规定， 严禁组织或变
相组织招生考试、“掐尖”选
择生源， 不得以各类竞赛证
书、 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
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费用】
不得收“建校费”“择校费”

《通知》指出，民办学校收
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由民办学
校按照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收
费项目，综合考虑办学成本、市
场需求等因素自主确定收费标
准，按规定向社会公示后执行，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收费
项目和标准应当抄送价格主管
部门， 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
办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 按规
定程序， 报价格主管部门审批
后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明
确， 民办学校必须按照公示收
费项目和标准收费， 不得收取
或变相收取与招生入学挂钩的
“建校费”“择校费”“资源费”
“信息费”“坑班费”“捐资助学
款”等其他费用。

【管理】
违规招生行为坚决查处

在招生管理上，《通知》指
出， 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
不得违规设置专业、 违规校外
设点、违规联合办学、虚假宣传
招生。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
校应按有关规定做好学籍管理
工作，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
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不得为
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

《通知》要求，教育行政部
门要加强对民办学校招生计划
执行及学籍管理情况的监管。
另外， 民办学校开展招生宣传
要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
民办初、 高中学校不得以任何
形式发布宣传升学率及中、高
考状元的招生广告。

■记者 黄京

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加强民办学校招生工作管理的通知》

民校招生不得“掐尖”，禁收“择校费”
延伸

多措并举整治
校外培训机构

自2018年开展专项治
理工作以来，我省针对校外
培训机构集中整治，但仍存
在整改不到位、监管制度不
健全等问题。为此，省教育
厅发布《关于持续推进校外
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重点加
大对无证无照、虚假宣传、
违规收费、超前超纲培训、
未经备案开展学科类培
训、违规组织竞赛活动、聘
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与中
小学校联合举办招生选拔
考试等问题的查处和整改
力度， 该办理证照的依法
依规办理证照， 该停业整
改的必须停业整改， 该吊
销办学许可证的坚决吊销
办学许可证。另外，健全责
任追究制度， 加大责任追
究力度， 对教育行政部门
因工作推进不力、 监管缺
位， 导致校外培训机构管
理混乱的， 要追究单位负
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
任； 对存在违规行为的中
小学校， 要追究校长和直
接责任人的责任； 对违规
参与校外培训机构活动的
中小学在职教师， 严格按
照相关文件规定， 视情节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或其他
处理， 确保专项治理持续
保持高压态势。

注销公告
长沙市莲经电子商务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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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炎 18569426770

我公司为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
的全省总代理， 拟在长沙以外
的市州招设分类广告代办点，
有资质、有诚信、有资源、有经
验的团队赶紧联系哦。联系电话：
0731-84464801，13875869988（张）
QQ：602058576

广告代办点招商

环评信息公示
10 万吨/年零极距离子膜技改
项目位于怀化市洪江区工业集
中区，公众可与建设单位联系
索取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
质版，或通过查阅该项目征求
意见稿的网络链接 http://ww
w.hgkjgf.com/cn/list/inf
o_25.aspx?itemid=333，征
求意见范围为受本项目影响的
单位和个人，公众可在信息公
开后的 10个工作日内，通过填
写公众意见表、电话等方式发
表对本项目的意见。
建设单位及联系人：
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赵部长 07457695064

注销公告
湖南乘风通信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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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海龙，电话：18907310766

遗失声明
湖南湘科钢木家具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0430
01800104，号码 52980333、529
8033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迅发派意特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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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学军，电话 13973198088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任玉鑫鑫商
行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武陵源
分局 2012 年 10 月 11 日核发 430
811600024896 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山秀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5年 2月 2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2600591399；声明作废。
张山秀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09 年 4 月 24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2600200382；声明作废。

◆李培玉遗失郴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开具湖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
据 1 份，号码：湘财通字（2017）
0081578592，金额 5485.05 元，
声明作废。

◆张鹏遗失湖南农业大学学士
学位证书（编号 1053742006
0003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花垣县唐氏围栏店（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33124MA4
LMJ4D7Q）经营场所：花垣
县花垣镇蚩尤路 744 号,遗失
发票代码为：143001010128，
发票号码为：09729651-0972
9700,共 50 张，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安乡县福瑞祥餐厅遗失发票 17
份，号码为 11505590-11505592、
12589594-12589595、12589606、
12589608-12589610、12589615、
11505566、11505573、11505577、
11505582、11505590-11505592，
声明作废。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刘岩遗失
报到证，证号 201111532301332，
声明作废。

◆肖春媛遗失普通话证，考试时间:
2017 年 5 月 7 日，等级:二级甲等，
证号 431705000039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茶陵县金犀烟叶生产技术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
销，请各债权人自公告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刘雨兵，电话 19973301228

遗失声明
湖南百爱娱乐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万达广场商业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开具收款收据号
1604911，金额 5000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凯鹏暖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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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海，电话 13786254798

◆廖文文遗失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本部）15届中专护理专业毕业证
证号 110201180871，声明作废。

◆周华军遗失伤残军人证编号：
湘军M037917，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红烨云物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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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立，电话 15973026726

◆张又化遗失普通话证，证号：
43170430016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县演陂镇楠木页岩机砖
厂遗失五张增值税普票，代码
4300173320,号码 08340210-
083402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石门鑫源矿业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编
号：湘财通字（2013），发票
号：1379974656，金额：贰佰
壹拾壹万伍仟元整，编号：湘
财通字（2015），发票号：18
90001472，金额：伍仟元整，
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资兴市彭公庙茶叶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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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周建国
电话：15886517615

遗失声明
湖南运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
1758018968C）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帮通非开挖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由衡东县人民银行核
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44000283301，声明作废。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张友
祥遗失专科毕业证，编号 13044
1201706003146，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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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雪梅遗失军官证，证号：公现
役字第 0981637，声明作废。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陈珂
遗失报到证，编号：201512652
200271，声明作废。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王龄
若遗失报到证，编号：2015126
52200274，声明作废。

◆李若曦（父亲：李玮，母亲：李志
宏）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3357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唐成芳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6
年 5 月 12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
600053421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丁嘉禾（父亲：丁海潮，母亲：徐
碧霞）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835741，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耀顺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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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龙，电话 15073271273

遗失声明
衡南县云集托斯卡纳专卖店遗
失衡南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 2017 年 6 月 20 日核发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430422MA4LT
BRW5T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耀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市湘福人家餐饮文化有限
公司遗失吉首市食品药品工商
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2 年 12 月
4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31010000018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市众恒城乡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吉首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2 年 8 月 22 日核
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31
010000072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市滋滋有味餐馆遗失吉首
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
局 2017 年 5 月 15 日核发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
433101MA4LNA6Y2R，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小埠集团高尔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备案号
43100000639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新嘉诚家居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66
3960213C )遗失公司财务专
用章一枚，法人(吴宁芳)私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王墨曦（父亲：王建银，母亲：
周海燕）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 N430020063，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