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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
CEO姚劲波表示， 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篇幅简练， 但思虑全
面、直面挑战，注重问题导向，
回应人民关切， 处处体现着生
命至上、民生为先的情怀。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政
府工作报告着重强调“必须稳

住上亿市场主体， 尽力帮助企业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
渡过难关”。并出台继续下调增值
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小
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
一律延缓到明年等举措， 措施力
度之大，前所未有，是对中国千千
万万企业的极大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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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2020 年 05 月 17 日， 长沙县
烟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
长沙县黄兴镇飞豹物流园 2
栋 08-09 门面豪杰运物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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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芙蓉王（硬）、南京
（炫赫门）2 个品种共计 588
条，我局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
存（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
码：000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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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我局核准同意，拟设置该医
疗机构，现予以公示：名称：长
沙天心富兴中央门诊部。 类
别：普通专科门诊部。 机构性
质： 营利性。 床位（牙椅）：0
（张）,牙椅：2（张）。 执业地点：
天心区青园街道万芙路富兴
汇中央六. 八栋 102 号门面。
诊疗科目：内科、中医科、口腔
科。该医疗机构设置批准前向
社会进行为期五个工作日的
公示，依法接受监督。 受理部
门： 长沙市天心区卫生健康
局。受理电话：0731-85899216

长沙市天心区卫生健康局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前公示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20 年 5 月 15 日湖南和融
天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600 万元减至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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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人：姜秋良女士
湖南和融天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2 日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永定区欧海英超市遗
失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张家
界分局 2013 年 9 月 3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802600117553，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2 执 1415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长沙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名下坐落于长沙市开福区
通泰街综合楼 112 号房屋、产权
证号为：709201741 号的房屋
所有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恢 186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张谊华、案外人
余密名下共有的位于长沙市岳
麓区桐梓坡西路 408 号麓谷林
语小区 D3 栋 1706号的房屋、产
权证 号 为 ：713046582 号 、713
046583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编
号为长国用（2014）第 056885
号的国土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宁乡奔腾电脑开发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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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宇红，电话 13755185288

遗失启事
安乡县安康乡民政和劳动保障
站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
定代表人曹卫华。 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安乡县安康乡综合文化站遗失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法定代表
人冷秋建。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惠州市来一盅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惠州市惠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16 年 6 月 22 日核发
的 914413023453601401 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柳喆恺（父：李俊贤，母亲：
柳叶）遗失出生医院证，编号：
L43078109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钜晟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
本从 4880 万元减至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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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富林，
电话：13297486555

遗失声明
湖南巨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编码：4303010104403）
一枚，声明作废。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王海华遗失
毕业证，编号：5130612003060030
83，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中华岭本草纲目大
药房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
号：湘 CB731214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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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分类信息由长沙鼎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独家总代理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 执恢 2016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颜丽名下位于长
沙市雨花区水乡路 69 号湘水雅
郡 13 栋 502 号的房屋、产权证
号为：20170259550 号的房屋
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20170267464 号的他项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株洲衣品尚服饰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
民法院 (2019) 湘 0104 执恢
2190 号之二协助执行通知
书，现将登记在长沙学士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
沙市岳麓区含浦北路 909 号
麓山里佳园 9 栋 705 号房屋，
权证号为 20180045404 号的
房屋所有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清算公告
临湘市众鑫种植专业合作社成
员大会决议解散本合作社，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清算地址： 临湘市坦渡镇定湖
村老庄组二号 联系人：陈舟清
电话：15197021195

遗失声明
临湘市民达劳务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银行临湘城西路支行的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720
005215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徐思敏遗失湖南华源实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第 3、4 联，发票代码 143001
920660，发票号码 60742770，金
额为 101600 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街道夕乐
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经理事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
申报债权。 联系人： 何国才
电话：13973141176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木羊家居店遗失冷
水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5 月 25 日核发的注册号
431381600135499 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稳”为先“保”当头，这个报告暖人心
代表委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直面问题，传递信心，凸显民生情怀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5月22日上午开幕，李克强总理作
政府工作报告。1万余字的政府工作报告，引发了在湘全国人大代
表和住湘全国政协委员的热议。大家一致认为，政府工作报告直
面问题，传递信心，凸显生命至上、民生为先的情怀。

■记者 丁鹏志 陈月红

全国政协委员、 湖南省社
会主义学院院长雷鸣强表示，
政府工作报告虽然没有提出今
年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但
对今年工作的着力点做了精准
的安排。 政府工作报告给他最
大感受是“稳”字为先、“保”字
当头，“‘稳’‘保’二字是报告中
的高频字，‘稳’字出现了41次，

而‘保’字出现了85次。”他说，政
府工作报告最核心的两个关键词
是“六稳”和“六保”。“六保”是今
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守住“六
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
“作为政协委员，我们应当围绕这
一主题履行好职能， 更好地以保
促稳、稳中求进，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建言献策、凝聚力量。”

“保就业、稳企业、压支
出……政府工作‘以人民为中
心’ ， 政府工作报告凸显了浓
浓的民生情怀。” 全国政协常
委、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潘碧灵表示。“尽管今年我国发
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
战，但我们有独特政治和制度
优势，雄厚经济基础，巨大市

场潜力，亿万人民勤劳智慧。” 潘
碧灵说， 政府工作报告直面问
题，也传递了信心，在肯定成绩
的同时， 清醒面对困难和问题，
重点突出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乎
国计民生的重大举措。 他表示，
“只要我们锐意进取、担当作为，
相信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
愿望一定能实现。”

全国人大代表、 财信金控
董事长胡贺波表示， 与往年不
同，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
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而
是强调“优先稳就业保民生”，
既高屋建瓴又务实、接地气。

民生是根本， 是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的动力。 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着力解决民生问题， 不仅
温暖人心， 也为当下政策重点指
明了方向。 我国要发挥中国政治
制度优势、市场潜力、人力资本红
利等，要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姚劲波代表：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胡贺波代表：着力解决民生，温暖人心

潘碧灵委员：直面问题，也传递了信心

雷鸣强委员：“稳”字为先、“保”字当头

5月21日，位于岳阳市华容县
三封寺镇的喜多多食品生产车间
内， 新置的15台全自动包装封口
机在满负荷生产。目前，每天从这
个工厂生产的华容芥菜酸菜风味
包从80万包陡增至200万包。

有数据显示，以“华容芥菜”
为原料生产的方便面酸菜风味包
每年达到30亿包， “统一”“康师
傅”方便面酸菜风味包中，华容县
芥菜产品占了六成。 作为华容县
芥菜产销大镇的三封寺镇， 依托
龙头企业，舞活种植、加工、销售
全产业链，让芥菜成为脱贫致富、
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农户+基地+合作社+公司”
推广芥菜生产

三封寺镇位于华容县东，这
个位于洞庭湖平原的小镇芥菜种
植历史悠久。但过去，当地农户主
要将芥菜制作成“家常小菜”供自
家食用或是挑到菜市场， 并没有
为他们带来多少财富。

2018年12月，三封寺镇泰和
村的刘绍亮联合农户成立专业合
作社，流转土地400多亩，以“豆角
+芥菜”、“水稻+芥菜” 套种模式
种植。

工厂的订单合同， 让农户们
吃了“定心丸”。“我们与加工厂
签订了合同， 所有芥菜收获后都
送往工厂，不愁销路。”刘绍亮说，
芥菜亩产4-5吨， 亩平均收入能
达3000元，“现在在家当农民不
比在外面打工差”。

据悉，2018年以来， 三封寺
镇借助创建特色小镇的契机大力
推广芥菜生产，通过“农户+基地
+合作社+公司” 的经营模式，高
标准落实芥菜生产基地15000
亩， 其中高标准生产示范基地

2000亩。面积的扩大，一是为厂
家解了燃眉之急， 为厂家提供了
充足高质的原料， 二是促进了芥
菜合作社的发展， 三是促进了农
户、贫困户的增产增收。

“我家四口人，妻子没有劳动
能力， 前年靠儿子务工我家脱贫
了， 但为了不返贫，2018年下半
年我种了三亩多地芥菜， 去掉成
本， 去年我就赚了将近4000块，
日子是一年比一年好咯！”种植户
危波对奔向好日子满怀信心。

形成全产业链
综合产值达8.5亿元

走进位于三封寺工业园区的
云龙菜业的生产车间， 一个个方
方正正的腌制池映入眼帘， 空气
中弥漫着浓郁的酸菜味道。 在不
远处的无菌包装车间， 工人正在
给腌制成品进行灌装、杀菌、挑选
和包装检验。工作人员介绍，一兜
新鲜的芥菜要通过10余道工序才
能变成一包老坛酸菜的风味包，
在“体检”合格后，它们将销往北
京、上海、日本、韩国等多地。

公司负责人介绍， 目前该公
司有现代化加工生产线4条， 高
标准室内腌制池128个， 年蔬菜
加工能力达4万多吨，2019年，鱼
酸菜、 调味包芥菜系列产品的订
单达亿元。

“我们整个小镇都与芥菜息
息相关， 从芥菜的种植到加工成
品，全镇约有1.5万人直接或间接
参与其中。”三封寺镇党委书记张
哲君告诉记者， 三封寺镇已经形
成包括种植、加工、销售的全产业
链，截至2019年底，三封寺镇芥菜
产业综合产值已经达到8.5亿元。

除了生产传统酸菜系列产
品， 当地企业也在不断探索提升
芥菜附加值， 此前已经创新开发
出了芥菜风味速食方便饭， 只需
将米饭、菜肴、开水拌匀后密封，
利用发热包隔层加热， 十几分钟
后即可食用。

“绿叶子”变成“红票子”，鼓
起了农户的“钱袋子”。三封寺镇
依托这一充满绿色的扶贫产业，
从源头上解决贫困问题， 让乡村
振兴路走得更好更稳。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陈依妮

“绿叶子”变“红票子”，农民过上好日子
岳阳市华容县三封寺镇形成芥菜产销全产业链，年产值8.5亿

华容县三封寺镇工业园区内一家食品企业的芥菜酸菜老坛腌制车间。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