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9日， 长沙市开福区为18
位民间河长、12位公益企业代表现
场授牌， 聘请他们担任开福碧水的

“公众河长”和“企业河长”，抱团巡
护母亲河。 民间河长中有一位叫盛
德其的老人，今年76岁，是一名退
役老兵。 为了让浏阳河水再恢复原
先的面貌， 他每天坚持走一公里巡
河。 记者 石芳宇 摄影报道

本报10月9日讯 从长沙可以直
达汕头啦！记者今日获悉，10月11日，
长沙南至深圳北延长至汕头始发。

届时，从长沙南站始发，到达深圳
北后，新增途经站：深圳坪山、汕尾、潮
阳、潮汕，到达终点站：汕头。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张韬

本报10月9日讯 三
湘都市报记者今日获悉，
经个人申报， 学校或区县
（市） 教育局推荐申报，长
沙市名师工作室领导小组
组织考察、 长沙市教育局
党委研究通过， 决定命名
第四届第一批市级名师工
作室，共有10个。

据悉， 这10个名师工
作室工作时间从2019年9
月27日起至2022年9月26
日止。同时，名师工作室实
行动态管理。 长沙市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在
名师的引领下， 名师工作室
以促进骨干教师成长为主
线，以学习、研究、培训活动
为载体， 以培养优秀教师专
业成长为目标， 推动长沙教
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殷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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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前，记者来到师大
博才湘江校区项目现场。学校
博士帽形状的教学楼和宿舍
楼已经建设完成，标准田径场
还在建设当中。该校区位于湘
江新区核心板块洋湖片区，占
地122亩，总建筑面积68683平
方米，总投资近3亿元。作为长
沙市岳麓区智慧教育试点学
校之一，学校配备了一流的设
施设备，教室内全部采用智慧
黑板，黑板打开后便是80吋的
显示屏。

今年是长沙开展义务教育
标准化学校建设的第四年，天

心区、芙蓉区、开福区和高新区已
在2018年底全部完成标准化建
设，2019年共安排有雨花区、岳麓
区、长沙县、望城区、浏阳市、宁乡
市共144所项目学校。

长沙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已有80所学校建设
项目完工。除此之外，长沙市教育
局还组织长沙县、 望城区、 浏阳
市、 宁乡市四个地区编制了详细
的“两类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
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规划，计
划到2020年， 每个乡镇建设2-3
所高标准寄宿制学校， 并完成全
部小规模学校的标准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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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9日讯 连续数日来，
网上一份落款为“有良心的韦博英语
员工” 的公告掀起轩然大波。 该公告
称，韦博英语北京公司将宣布破产，北
京各中心已停止运营， 学员会员费与
员工工资均无处追讨。 目前，韦博英语
尚未给出学员安置方案。

记者了解到， 韦博英语进入湖南
已经12年，在长沙和常德都设有校区，
其中长沙有三个校区、 常德有两个校
区， 一共3000余名学员。10月9日，记
者走访了韦博英语在长沙的教学点，
发现教学服务正在按计划进行， 负责
人表示韦博英语湖南门店运营情况良
好，不会受到其他区域事件的影响。韦
博英语长沙黄兴校区校长蒋琼英表
示：“我们长沙的校区有单独的法定代
理人，财务独立，目前运营情况良好。
我们将继续稳打稳扎， 为大家提供优
质的教学服务。”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公 告
2019 年 10 月 08 日， 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长沙
市长沙县榔梨街道大众南路弘
广物流园 8 栋 808-809 号金湘
粤物流进行检查， 查获一批涉
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的
烟草专卖品，包括利群（新版）、
黄鹤楼（软蓝）2 个品种共计
545 条（快递单号：11093860），
我局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码：
0003575）。 请上述涉案物主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局（地址：湖南省长沙县板
仓路 37 号， 联系电话：0731-
84010742）接受调查处理。 若逾
期不接受调查处理， 我局将依
据《湖南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依法对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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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郭平遗失车牌号为湘
A5X80U 的保单一份，交
强险保单号 1103200020
1900004367.商业险保单
号 110336000018006673
43,声明作废。

◆彭良华(身份证号:4329271954
01120016)位于蓝山县南平路 367
号(明月苑)303 室,不动产权证号:
湘(2019)蓝山县不动产权第 0002
219 号遗失,声明作废。

◆彭良华、彭俊超、彭俊涛(身份证
号 :432927195401120016、431127
198702050030、431127198808190
058)位于蓝山县塔峰镇小钟家方
塘脚 ,不动产权证号:湘(2019)蓝
山县不动产权第 0001206、1207
号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娄底泰昊皮革制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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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灿红，电话：15115807152 ◆株洲金谷市场 6 楼 37B 号商铺

王洪祥遗失装修押金收据一张，
金额 2000 元整，特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臻铂汇餐馆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代码 043001900104，号码 53
66059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永县易游网娱网咖经股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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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艳
芳 电话：15073161950

遗失声明
哈尔滨交研交通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791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被执行人吴永阳名下位于长沙
市雨花区红星大市场内 A1 栋 421
号房、权证号为 00593508 号的
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编号为长
国用（2008）第 017129 号的国
土证及他项权证号 513086053
下的 421 房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握手披萨店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16 年 1 月 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为 4301026006587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冠亚信息科技服务(上海)有限
公司长沙办事处遗失由原长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2 年 4
月 28 日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
正本、副本，注册号企合湘长办
字第 00222 号， 另遗失公司公
章、财务章和法人(康榕)私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刘新宇（父亲：刘泽仁，母亲：谢
红燕）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I430024096，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恢 85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邬泽军名下位于长沙市天心
区书院南路 189 号华新花苑 20
栋 207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
716095882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与该房编号为长国用（2016）
第 154638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今年，长沙计划建设标准化学校144所，其中80所已完工

32所中小学将扩容，新增学位4.7万个
标准化学校建设是促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最重要的举
措。今年长沙共安排了144所标
准化学校项目建设。 记者日前
从长沙市教育局获悉， 截至目
前，80所学校已完工。

■记者 李成辉

网传北京韦博英语停业
湖南校区未受影响

培养中青年骨干教师、破解学科教学难题……

长沙再添10个市级名师工作室

为保障义务教育大班额的化
解和符合条件的每一个儿童有学
上、有园上，上好学、上好园，长沙
市教育局还持续加强公办中小学
校和公办幼儿园的扩容建设。

2019年， 长沙继续安排义
务教育扩容建设项目校32所，
预计新增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

学位4.7万个。截至目前，已完成
投资11亿元， 完成投资比例超
90%， 有天心区长郡天心实验学
校初中部、 雨花区长郡雨外第一
附属小学、长沙县天华中学、浏阳
市长郡实验附属小学等9所学校
已完工， 其他大部分学校已基本
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80所标准化学校已完工

将新增义务教育阶段学位4.7万个

为全力促进学前教育优质
普惠发展， 促进公办幼儿园向
更深更广范围内覆盖， 长沙市
今年继续安排公办幼儿园建设
项目33所， 预计新增公办幼儿
园学位6000余个。截至目前，已
完成投资1.5亿元，15所幼儿园

已完成主体工程， 整体工作量完
成超过80%。 其中天心区湘府世
纪二期幼儿园、雨花区黎托·明昇
壹城幼儿园、 浏阳市古港镇膏浒
幼儿园等7所幼儿园已完成主体
工程建设， 其他幼儿园正在有序
推进中。

15所公办幼儿园已完成主体工程

链接
标准化学校

标准化学校是指一切都要达到上级规定标准的学校。
长沙市普通中小学标准化学校在选址、规模、规划与设计

标准等方面设置了一定要求， 比如依据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相统一的原则，长沙学校原则上小学每班学生不超过45人，初
中、高中每班学生不超过50人；校园规划应功能齐全，布局设
计宜按教学、体育运动、生活等不同功能进行分区，以达到布
局合理、分区明确、整体协调的效果。有关建筑用地、体育活动
用地及绿化用地等，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长沙直达汕头
明起可乘高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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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岁老兵来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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