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爱加班

拟增加3万个公办园学位、解决“三点半”问题……长沙教育今年准备这么干

今年民办初中将全面推行微机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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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
10 时在 www.zzpaimai.com 公
开拍卖 28瓶罚没茅台酒（参考
价 1785 元/瓶）。 1 月 20 日、21
日在标的所在地展示。有意者请
于 1月 21日 12时前报名。联系
电话：18229167071，地址：株洲
市荷塘区新华东路 61 号

株洲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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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 2019)湘 0104 执恢 2311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被执
行人彭涛名 下的位于长沙市雨
花区湘府东路二段 108 号水岸
天际新寓 9 栋 404 房屋，权证号
为 712257296 号的房屋所有权
证与该房屋编号长国用（2013）
第 076540号国有土证使用权证
和该房编号为 513003222 的他
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长沙智思欧图软件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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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资，电话 18569089109

遗失声明
衡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金童书
店遗失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993 年 6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信用代码：43040
01500669，声明作废。

◆张谢姨遗失户口迁移证，证号湘
迁字第 002384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安沙辉宏水饺店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核发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
52767401，声明作废。

◆黄弘毅(父亲：黄祥刚，母亲：李
慧春）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4301677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攸县宁家坪易兰电信营业厅遗
失湖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代码 143001531810，发票号
码:49310157，49310158-49310
572，49310573，共计 417张，
声明作废。

◆蒋宏勇遗失湖南省翰森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
票 1 张，发票代码：4300171350，
发票号码：02639920，声明作废。

◆胡志军不慎遗失乡村医生资格
证，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隆川钢铁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 ，备案号：43012
201173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绿能量农资有限公司遗失法
人李红英私章一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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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长沙青苹果数据
城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
的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
汇金路 997号青苹果数据城 1，
2,22 栋 110 号的房屋、产权证
号为：20190333837 号的房屋
不动产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2 执 3187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坐落
于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 583
号金地华园 9栋 405号房屋、产
权 证 号 为 20170110055、2017
0110056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
与该房屋编号为 20170132270
号的他项权证及该房屋相对应
的国土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湘艺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1 枚、湖南
湘艺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产业扶贫专项资金监管专
户财务专用章 1枚、赵婧遗失个
人私章 1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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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长沙青苹果数据
城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
的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
汇金路 997号青苹果数据城 14
栋 205 号的房屋、产权证号为：
20190333544 号的房屋不动产
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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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20578、
13159834，特此声明作废。

◆何凌遗失邵阳恒大华府开出的
一张 10 栋 1 单元 0127001 号的
代收评估费收据，编号 1001301，
声明作废。

◆黎可瑞（父亲：黎列兵，母亲：傅
敏）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E43001836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德云润滑油有限公司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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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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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小艳，电话 13387394300

遗失声明
湖南叁馨门业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
0053940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如献，男，军人残疾证，编号:
湘军.F051962，于 2019 年 6 月
3号不慎遗失， 他人不得冒用，
身份证号，43062619891208671
Ⅹ，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四食有味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备案号：43
011101614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晶仁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
法院（2018）琼 0106 执恢 227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何成阳、罗茜名
下位于长沙市远大一路 367 号
长沙盛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紫
薇综合楼 605 号房屋、产权证
号为 708086931、708086932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公告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株洲成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20005670601，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17）湘 0105 执 141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伍新霞名下位
于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路 589 号
万达广场 A 区 4 栋 1 单元 601
号房屋、相对应的编号为：长国
用（2015）第 004331 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汉天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代
码：914301113942210598） 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本报1月14日讯 今日，记者
从长沙交警大队了解到，“便民服
务桥”公众号及“星城园丁”App
在“淘法律师”模块新上线了更多
法律相关的功能。 市民除了可以
通过手机享受之前上线的“免费
法律咨询”功能外，还可以线上聘
请律师、法律文书制作、企业信息
查询、执行信息查询、法律法规查
询、案例查询、法律文书、合同范
本下载等多项法律服务。

记者先后登录“便民服务桥”
公众号及“星城园丁”App体验发
现，在两个平台的首页均有“淘法
律师”模块。进入该模块后，除之前
的咨询栏外，还增设了淘法律师介
绍、打官司、法律工具等，其中法律
工具包含了企业查询、 执行信息、
法律知识、智能律师及文书模板。

此次针对交通事故处理开通
了多项法律服务。市民可通过法律
知识功能了解到交通事故法律知

识，也可通过免费文书模板下载交
通事故类模块，同时交通事故人也
可在线上进行免费的法律咨询。

据悉，用户在“淘法律师”模
块发布法律服务需求后， 多名律
师会提供代理方案、 代理价格参
与竞拍，用户可自行进行选择；成
为“淘法律师”会员后可享受全年
不限次免费法律咨询及交通事故
官司免费律师服务。

■记者 田甜

长沙“便民服务桥”功能上新
网上“淘”律师，交通事故法律咨询免费问

“父母在，不远游。”如今，随
着城市发展步伐的加快， 不少人
要背起行囊去外地闯荡。 由此以
来，关于家中老人起居、健康等方
面的问题成了全社会共同面对的
课题。

根据财政部对公益金使用的
相关规定，地方福彩公益金的50%
以上要用于资助老年社会福利项
目。多年来，湘潭福彩公益金秉承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旨，
在养老服务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中，湘潭福彩公益金携手湘潭市
六医院， 分别支持福彩公益金
2300万元、2370万元，投资建设了

老年养护楼、康复大楼，助力湘潭
养老事业的发展。

“虽然我在这里才住了不到一
年，但这里的服务，特别是文化氛
围是我特别喜欢的。” 在湘潭市六
医院康复大楼见到杨蔚兰时，她显
得十分开心。对于在颐养中心的生
活，她更是赞不绝口。这栋大楼于
2017年正式启用，总投资1.2亿元，
其中福彩公益基金支持2370万元，
共设计床位750张， 全部是居家式
医疗结合型的老年公寓。

“对于六医院的养老服务，福
彩公益金还支持了2300万元，建
设了老年养护楼。”六医院负责人

说， 老年养护楼总投资8000多万
元，于2013年1月投入运营，突出
医疗、护理功能，专业托养失去部
分或全部生活能力、 家庭无力照
料的病患老人。

可以说正是通过福彩公益基
金的投入，使得湘潭的老百姓提前
享受到了按照国际医疗水平设计
的老年康养公寓，幸福指数也在不
断攀升。 ■向福才经济信息

福彩公益金携手湘潭市六医院做好养老康复服务

“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初中， 按国家和省相关政
策实行微机派位，全面解决‘占坑班’问题。”1月14日下午，2020
年长沙市教育工作大会在长沙教育学院举行。长沙市教育局局长
卢鸿鸣在会议现场的回复， 意味着民办初中今年
100%微机派位几成定局。 ■记者 黄京 杨斯涵

2019年6月和9月， 中央和
省政府分别印发相关文件，明
确规定： 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
计划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实
行电脑随机录取。在会议现场，
卢鸿鸣明确表示：“对报名人数
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初中，按
国家和省相关政策实行微机派
位，全面解决‘占坑班’问题。”
他解释， 中央和湖南省的相关
政策都已出台， 总的原则就是
“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
民办初中实行微机派位 ”，不
过，具体如何落实和实施，省教
育厅还将下达详细的指导文

件。当然，对报名人数没有超过
招生计划的民办初中， 将首先
保证报名学生的录取， 剩余的
招生计划再由学校拿来进行自
主招生。 他强调：“自主招生也
不能对学生进行笔试考核。”

除了“小升初”，中考改革也
颇受关注。卢鸿鸣回应，将“完善
中考中招等级制录取制度，确保
与新高考改革相适应，与新时代
人才培养相适应”。目前，长沙市
教育局已就中考改革进行了广
泛调研，“我们会加快进度，在方
案成熟时尽早地公布于众，以回
应百姓的呼声。”

长沙民办初中将全面推行微机派位改革

提醒
有不少家长反映，许多培训

机构打着某些名校招生的名义
进行考试，并声称“通过考试便
可被名校录取”， 有的还直接宣
称“可以提前签约名校”。记者了
解到，这些培训机构常常以向民
办学校推荐优质生源，并强调与
民办初中之间的关系甚密，从而
举办或变相举办“占坑班”。

对此，卢鸿鸣提醒家长，“占
坑班”和签约都是违规、无效的。
“寒假期间， 家长千万不要让孩
子去参加某些机构或者学校组
织的违规招生考试。” 他同时表
示，教育行政部门也会加大对这
种违规势力的打击力度，“违规
招生考试考了也没用，不排除某
些培训机构坑蒙拐骗。”

千万别信各种“坑班”，考试、“签约”无效

记者从会议现场获悉，公办
园、“三点半”课后服务、消灭大
班额等都将成为2020年长沙市
教育工作大会的关键词。 今年，
长沙将建设30所公办园；鼓励支
持区县 (市) 在保证园所产权公
有、预算公用经费、执行公办园
收费标准、明确法人身份等基础
上， 探索新的公办园发展机制，
力争增加3万个公办园学位。

此外， 还要充分保障城镇中

小学位供给。应对城市扩容等新形
势，做好城区中小学校学位供给的
提前预判与应对，推进城区中小学
校布局规划修编工作；新扩建25所
中小学校，扩充4万个学位。

同时，为了解决“三点半”问
题，卢鸿鸣表示，各个学校一定
要打好提前量，确保在开学第一
周就可开展校外课后服务，“第
二周还没有开展服务的，将进行
通报、问责。”

目标 新扩建25所中小学校，增加3万个公办园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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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2日， 用数
字展示即20200202，有
网友称其为“爱你加倍
日”。可是，好日子却赶上
了周日。 令人欣喜的是，
长沙市天心区民政局回
应群众呼声，当日开放办
理婚姻登记业务,并将让
每位来登记的新人享受
5A级的暖心服务。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黄璟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