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12日讯 今年，你
的录取通知书将由谁签发？根据
教育部有关规定，为继续实行校
长签发录取通知书制度， 明确
高校招生责任，近日，省教育
厅将2019年我省省属高校录
取通知书签发人名单予以公
布，共120所。据悉，我省省属高
校发放的通知书除加盖学校校

章（或学校招生录取专用章）外，
还应有校（院）长或授权签发人
的签名信息。

提醒各位考生， 我省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
进行，被录取考生将陆续收到有
关高校寄出的录取通知书。请广
大考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仔
细加以甄别。在对照学校印章和

签发人信息的同时，还可以通过
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http:
//www.hneeb.cn/） 核实录取
信息。 ■记者 黄京

快来看看，你的高考录取通知书由谁签发

扫码看
你的录取通
知书的签发
人。

7月12日，观众在
第20届中国昆明国际
花卉展上参观。

当日， 第20届中
国昆明国际花卉展在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
心开幕， 来自中国、荷
兰、以色列、英国等19
个国家的400余家花
卉园艺企业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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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手机银行上线ETC发行功能

10月1日起，我省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医保合并实施

两险并一险，待遇并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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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汪男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0105532013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中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华容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1 月 8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30623MA4PYCEN2N，
声明作废。

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承建
的龙山县 2017 年基础设施配套
工程一期项目（一标段）项目
工程已竣工，凡与该工程具有
债权关系的自然人和法人（包
括农民工工资及所有材料款），
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60 日内
持有效债权凭证到我公司申报
债权。 如因逾期申报，则视为
自动放弃债权，由此产生的后
果由债权人自负。 申报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 370 号
省水利厅大院黄楼 203房。 联系
人：何先生，电话 15084899737
公告人：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
工 程 债 权 申 报 公 告

◆王梓骏（父亲：王志勇，母亲：肖
亚君）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128499，声明作废。

◆雷思颖（父亲：雷磊，母亲：李桂
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84012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隆回县万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经全体股东会决议向企业登
记机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
资本 10216.7679 万元人民币
减至 2000万元人民币。 请有关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人:田吉础，电话:14786688988减资公告

湖南湘黔邵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经全体股东会决议向企业登记
机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
本 300万元人民币减至 200 万
元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
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担保。
联系人:王长明 13973202116

◆邵阳学院孙鹏遗失报到证，编
号 201410547203080,声明作废。

◆彭向阳身份证 43292719470825
0013座落蓝山县塔峰镇环城路公
安局内国土使用证证号:蓝国用第
(2006)2216号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露群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7
年 4 月 18 日核发 92431228MA4
LK9D188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彭钰涵（父亲：彭国栋，母亲：
龙娅丽）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01463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雄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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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 电话：13808468576

遗失声明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益阳分
公司，账号：1912101909201106
203 遗失 2010 年 5 月 19 日核
发的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号：
G994309031019005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世茂英雄网络会
所遗失印鉴卡、公章、财务专
用章、法人私章（廖正阳）；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26100201；声明作废。

◆匡华清（身份证号：43041919
5609227358）因保管不善将不
动产权证（耒阳市房权证蔡子
池字第 00111549 号，坐落于耒
阳市蔡子池街道办事处群英南
路 4幢 301室，面积 128.12m2）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尹丽丽遗失律师执业证，执业证
号为 14301201711428820，执业证
书流水号为 104951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源源文体商行遗失涟源
市国税局核发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43250319641116006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大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
公司搬迁不慎遗失公章及合同
章，特此声明。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
法院（2018）湘 0112 执恢 324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
执行查封案号为（2016）湘 0112
执 1352 号】现将登记在向友辉
名下坐落于长沙市天心区解放
四村石子冲 10 栋 2 门 403 号
房屋、产权证号为：713168088
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
为：长国用（2012）第 044120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
编号为：513051209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执 2739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高里辉名下坐落于长沙
市咸嘉湖西路 338 号翡翠华庭 1
栋 1301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
20170210539 的房屋所有权证
及该房编号为：20170201235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紫金保险怀化中心支公司遗失
交强险标志流水号 11513453、
11513454，声明作废。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鼎极便民信息
84464801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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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出租
左家塘高档小区华天望族苑
内一房一厅出租， 装修设施
全，可停车。 13875895159（张）

本报7月12日讯 三湘都市报
记者今日获悉， 省医疗保障局、省
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
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近日联合
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自2019年10月1
日起，在全省全面启动生育保险和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统称两项
保险)合并实施工作。

生育医疗费由基本医保支出

《意见》指出，生育保险和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将实现统
一参保登记、 统一基金征缴和管
理、统一医疗服务管理、统一经办
和信息服务。

省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两险合并后，参加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的在职职工将同步参加生
育保险，即统一参保登记。生育保险
基金将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统一征缴，统筹层次一致。与此同
时， 按照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和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比例之和
确定用人单位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费率，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通知》要求，各地要结合全面
两孩政策实施，探索建立健全基金
风险预警机制，坚持基金运行情况
公开，加强内部控制，强化基金行
政监督和社会监督，确保基金安全
运行。各地要将生育医疗费用纳入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范围，推行住院
分娩医疗费用按病种、产前检查按

人头付费。生育医疗费用原则上实
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
机构直接结算。

职工生育期间生育险待遇不变

生育保险基金并入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后，生育保险的相关
待遇是否会下降？省医疗保障局相
关负责人解释，两险合并后，生育
保险待遇不会降低。原有的生育保
险规定的生育保险待遇不变，只是
在经办上改变了享受渠道，但没有
改变参保范围、没有改变生育保险
设定的保障项目和支付水平。

生育保险待遇包括《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湖南省城镇
职工生育保险办法》规定的生育医
疗费用和生育津贴，所需资金从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支付。

生育保险和基本医保合并，始
于2016年12月下旬。 国家确定首
批12个试点城市，其中我省岳阳市
在试点城市之一。 从试点情况来
看，两险合并成效比较显著，基金
共济能力增强。

《意见》指出，两项保险合并实
施后要实行统一定点医疗服务管
理，执行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基本医疗
保险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范
围。 充分利用医保智能监控系统，
强化监控和审核，控制生育医疗费
用不合理增长，促进生育医疗服务
行为的规范。 ■记者 王智芳 通讯
员 卢小颖 实习生 袁馨婷 王孝清

近日， 中行手机银行上线
ETC发行功能， 实现与路网中心
ETC互联网发行平台总对总互
联。 中行成为首批对接该平台的
金融机构之一。

客户无需前往银行网点，通
过中行手机银行线上申请ETC，
收到邮寄的OBU电子标签（含
ETC卡）后自助安装即可使用，有
效提升了客户申办和银行发行
ETC的效率。同时，中行ETC还可
享高速通行费最高8折优惠。

中国银行还计划于近期在信

用卡“缤纷生活”App、微信小程
序陆续上线ETC发行功能， 进一
步方便客户办理使用ETC。

今年5月， 交通运输部出台
《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提
出力争2019年底基本取消全国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ETC是目前
唯一实现全国联网收费的支付方
式， 可在取消省界收费站后跨省
清算。未安装ETC的车辆，将来可
能不再享受节假日通行免费政
策。 ■通讯员 李行 经济信息

近日，受强降雨影响，湖南
衡东、醴陵两地遭遇洪水。多个
地区断水断电， 当地居民生活
用水受到严重影响。

7�月 11�日上午9时， 中粮
可口可乐华中饮料公司（以下
简称“中可华中公司”）启动了
“净水24小时” 应急救援行动。
经过多方协调， 公司从直属仓
库、衡阳营业所仓库、衡东经销
商共计调拨12万瓶饮用水紧急
发往新塘镇和洣水镇， 并指示
衡阳区域员工立即放下手中的
工作，配合调度车辆工作，将水
送到衡阳市衡东县新塘镇、洣

水镇受灾群众手中。
当日下午， 满载着12万瓶冰

露饮用水的运输车辆抵达目的地，
为当地近2万名居民送上爱心。

11日晚，中可华中公司收到
醴陵市当地求助， 受洪水影响，
当地居民急需饮用水。得知这一
情况后，该公司再次由株洲区域
相关工作人员投入应急救援行
动。7月12日5时30分， 在经过道
路安全确认后，74400�瓶干净饮
用水开始送往醴陵受灾严重的
左权镇，并于当日抵达。

据了解，24小时内中可华
中公司连续两次启动了 “净水

24小时” 应急救援行动，送往受
灾地区的共计近20万瓶纯净水
能为2.2万名当地居民提供3天
的饮用水保证。

“中可华中公司将继续密
切关注抗洪救灾的相关情况，
如有需要， 我们将继续尽自己
的努力，与大家一起风雨前行，
共渡难关！”该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 希望这饱含满满爱心的
水，能够为当地居民带去温暖，
“因为我们在这里， 在乎这里！
水到，心到———我们在乎！”

■朱蓉 彭格欣 周昌靓
经济信息

可口可乐净水24小时在湘启动
近20万瓶纯净水送达衡东、醴陵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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