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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持布，右手理线，双脚在缝纫机
踏板上不断发力、暂停，一个完整的校服
裤兜便呈现在面前。 今年 50 岁的邵东市
牛马司镇三尚村村民赵职春， 每天能做
百余个这样的裤兜，月入 3000 余元。 这
是笔者近日在康汇服装有限公司扶贫车间
看到的场景。

赵职春的丈夫因病去世， 家里还有
90 岁的老母亲需要照顾， 她以前在深圳
等地打工挣钱养家。 今年 6 月，康汇服装
公司开工生产 ， 赵职春成功应聘入职 。
“车间离家很近，中午下班后还有时间回
家照顾老母亲。 ”赵职春说。

与赵职春一起忙碌的， 还有数十名
周边村民。 他们如今的生活，是邵东精准
发力推进脱贫攻坚， 让数万贫困人口过
上美好生活的一个缩影。

高配置专班
结对帮扶全覆盖

邵东位于湖南中部、邵阳市东大门，
素有“百工之乡”“商贸之城”“民营之都”
之美称，拥有全国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中
国箱包皮具生产基地、 全国打火机和箱
包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基地、 中国注塑打
火机生产第一县等区域发展名片。 邵东
市委、 市政府却没有因此放松脱贫攻坚
力度，2016 年以来就将脱贫攻坚工作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

首先， 成立了由市委书记沈志定和
市长周玉凡担任组长的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将教育、卫健、住建、发改等相关责任
单位纳入成员单位。 同时选派 265 个驻
村工作队开展驻村帮扶，对全市 77 个贫
困村和贫困人口 100 人以上的面上村
（居）开展驻村帮扶；安排 7699 名结对帮
扶干部， 按照结对 1 至 5 户的要求对所
有贫困户结对帮扶全覆盖。

严查扶贫腐败
聚焦民生难点

“脱贫攻坚工作要既求精准又谋精
细，一个贫困群众也不能落下。 ”沈志定
表示，为保障脱贫质量和时效，邵东出台
了《精准扶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等文件
规定，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抓好扶贫领
域腐败问题查处和作风建设。 2018 年至
2019 年，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共立
案、办结 118 件，组织处理 61 人、党纪政
务轻处分 82 人、 党纪政务重处分 9 人、
移送司法机关 4 人，追缴资金 185.232 万
元，直接退还民众资金 113.547 万元。

聚焦重点难点， 采取统规统建和差
异化补助的方式大力实施农村危房改
造，累计改造 11078 户；采取村内安置和
城区集中安置的方式大力实施易地扶贫
搬迁工程 ，共搬迁 423 户 1671 人 ，截至
2019 年底所有搬迁对象实现脱贫。 2016
年以来， 累计为贫困民众减免住院医疗

费用 1 亿余元， 全市 521 行政村建成了
标准化村卫生室； 贫困学生累计受益 15
万余人次，资助资金 1.2 亿余元 ；累计投
入 1.84 亿元新建千吨万人规模水厂 4
个，贫困民众 100%解决安全饮水问题。

发展产业扶贫
政策补助引资

针对特困人群， 邵东对符合兜底条
件的对象应纳尽纳， 对经济条件转好的
及时清退， 目前共有兜底保障对象 9062
户 17880 人。 为帮助贫困人口实现稳定
脱贫，邵东制定了系列产业扶贫方案，大
力发展中药材、黄花菜、果蔬等为主导的
“一村一品”农业产业，培育了湘俏、德康
宁等 45 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889 家农
业专业合作社（其中 77 个贫困村实现全
覆盖）。

赵职春所在的扶贫车间， 就是邵东
为解决贫困劳动力就业而专门施建的 。

精准发力，交出亮眼脱贫成绩单
———邵东市多举措狠抓脱贫攻坚工作

村民在扶贫车间忙碌着。

遗失声明
●衡山楚湘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在衡山
农商银行城南分理处开立的对公账户
所预留印鉴卡片 NO.12000016731 遗
失，声明作废。
●段丹遗失由冷水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5 年 9 月 30 日核发的注册号
431381600142344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
作废。
●罗应梅遗失湖南湘江宾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开具
的定金收款收 据一 份 ， 票据号 ：
0006361，金额：20000元整，声明作废。
●黄顺遗失丽发新城 47 栋购房合同
一份， 合同编号：20170279907， 声明作
废。
●周芳礼不慎遗失实验师资格证，专业：
实验技术人员（化学），级别：中级，证书
编号：1300102183528， 发证时间：2013年
12月 26日，该资格证书声明作废。
●谭贵雄遗失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
开具的案件受理费收据一张， 收据号
码 3132766280，金额 6903元，声明作废。
●湖南熊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遗失原
公章，编码:4309000088329，声明作废。
●湖南鲜捷达生鲜配送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行政公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杨军），声明作废。
●娄底市伍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备案号：4313000120172，声明作废。
●湖南省星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备案号：4313000133573，声明作废。
●危晋恺(父亲:危志明，母亲:周英)遗失
湖 南 省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
O431004510，声明作废。
●邱佳蓉（父亲邱晓宏，母亲李芳）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F430411046，声
明作废。
●龙昊灵（父亲龙威，母亲徐琳）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595216，声明
作废。
●王婧（母亲：赵艳萍，父亲：王良坤）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592495，声
明作废。
●本人刘向阳遗失租赁星沙当代广场
18 栋 318 铺商铺租赁押金收据一张，
收据金额为 22676元，特此声明作废。
●湘潭市天拓园林绿化有限公司遗失
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 2007
年 6 月 4 日核发注册号 4303012000195
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国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蒋秉轩（母亲：陈宋林，父亲：蒋志文）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824932，
声明作废。
● 肖 聪 遗 失 驾 驶 证 ， 证 号 ：
43252419921127541X， 档 案 编 号 ：
430102957687，声明作废。
●湘潭影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302MA4R759Y6J）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湖南铂腾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备案号 4301220152896，作废。
●华容县天一建筑材料销售部不慎遗
失 银 行 印 签 卡 一 张 ， 编 号 ：
100000002505，声明作废。
●涟源市蓉园养殖基地（普通合伙）遗
失行政公章一枚，编号：4313820012743，
现声明作废。
●刘志飞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证号株430224002971，声明作废。
●苏丹遗失警官证， 证号： 武字第
0298832号，声明作废。
●吕呢喃（父亲：吕远荣，母亲：何文玲）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U430087036，
声明作废。
●贺金余、 罗宝明遗失湘阴恒大溪上桃
花源认购书，编号：G0000536，声明作废。
●沈伟遗失长治医学院康复治疗学专
业学位证编号：1011742015001351 毕业
证编号：101171201505001351，声明作废
●黄翊华（父亲：黄淑朝，母亲：吴小娟）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B430297163，声明作废。
●邢亮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
号 430902003743，声明作废。
●黄陈哲（父亲：陈亮，母亲：黄守芬）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430034166，声
明作废。
●蒋知航（父亲：蒋佳宏，母亲：梁雪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430852328，
声明作废。
●衡阳市华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4304076005425），作废。
●伍微(父亲：伍小生，母亲：刘荷花)遗
失湖南省出生证，编号 R430629519，声
明作废。
●醴陵市白兔潭镇泉源幼儿园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25000677701，声明
作废。
●李瑶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代码
4300172350，号码 01254398，声明作废。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洲中
心支公司遗失机动车商业保险单证一
份 1800192083声明作废

●武警株洲支队谭卓， 遗失部队驾驶
证，证件编号：181311317，声明作废。
●武警株洲支队袁锋， 遗失部队驾驶
证，证件编号：181400263，声明作废。
●郴州市金旺旺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31002MA4NYQG54P，声明作废。
●衡阳银城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540001824001，现声明作废。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公章
（公章编号 4302810100555）因磨损作废，
特此声明！
●涟源市正飞种植专业合作社遗失行
政公章一枚，编号：4313000027632，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国华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081380008，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长燃机电经营部遗失长
沙市工商局开福分局 2005 年 9 月 13
日核发 4301053906969 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德律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将长沙市
工商局芙蓉分局 2011 年 12 月 6 日核
发 430100000139740营业执照正副本全
部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易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法人私章（张生红），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长沙鸿湖快递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快递
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 20130023B，声明
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中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减资，注册资本由 30866.6 万元减
至 10866.6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或者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刘
包干，电话 13055197656

遗失声明
我单位湖南南星通信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编号：4301030227504）一枚，声
明作废 。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使义工之家遗失长沙市非税
收入征收管理局制发的 《湖南省非税
收入票据购领证》一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君来建材有限公司遗失长沙市雨
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10 月 27
日核发 91430111MA4L1D0C2M 营业执
照正副本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图狼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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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志文 ， 电话
18607319314

减资公告
湖南农力建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6000万元
减少至 20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或者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马
超，电话：18473954493

清算公告
常德欣霖园林景观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91430724MA4PCDHP02） 经股东决定
解散，为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与
本企业清算组联系。 联系人： 郭大元
13873651000

遗失声明
长沙红柳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法人（郭海霞）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财源广进物流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双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失法人
(郭海霞)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公 告
黄彬，黄长山，李坚平，李晶，石东，石
镇，谭浩亮
以上人员未能及时参与体检， 特登报
告知，请于 30日到本单位参与体检，逾
期未能参与体检者， 公司不再另行安
排，特此公告！

涟源市水落采石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长沙睿蚁网络推广有限公司遗失法人
(刘建军)私章一枚,声明作废。本公司已
被注销。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全惠生活超市遗失长沙
市工商局开福分局 2007年 12月 17日
核发 430105600008037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华金胜工业硅厂（普通合伙）经全体
合伙人决议拟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业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徐建文电话:
13378053218

注销公告
长沙拓基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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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雅婷，电话 18684903939

减资公告
湖南灵星农产品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
减资， 注册资本由 1500 万元减至 500
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提
供相应的担保，联系人:费德山，电话
13908476266

减资公告
湖南闺蜜优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减资，注册资本由 500万元减
少至 200万元，现予以公告。 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提供相应的担
保。 联系人：杨芳红 18670732082

减资公告
湖南晴采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减
至 30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
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联系人:胡晴，电
话 13789305555

通 知
湖南源益鼎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将于 15
日后召开股东会， 关于变更股权和法
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监事，请钟
鸣东股东见报后来参加股东会议，如
到期未参加则视为放弃表决权。

遗失声明
长沙市传芳印章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章、胡传芳私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徽科力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长沙
分公司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雨花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核发日期：2014年 8 月 11 日， 注册号:
43019200004970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桃源县西安镇农民用水户协会，证号：
社证字第 430725960163号，本协会无债
务债权，现需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长沙星雨仓储服务有限公司遗失长沙
市工商局芙蓉分局 2013年 5月 2日核
发 430102000179921营业执照副本 （2-
2），作废。

遗失声明
望城县高塘岭镇景辉装饰吊顶材料总
汇店遗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09 年 12 月 3 日 核 发 注 册 号
430122600077438的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星雨仓储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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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建军，电话 1357419852

注销公告
长沙哲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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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圆，电话 13308466565

遗失声明
长沙市铭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局 2011年
7月 2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为：430103000087897；声明作废。

通 知
湖南三只萝卜生鲜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定于 2020年 12月 3日下午 14:00在本
公司办公室召开股东会。 本次会议将
审议以下事项： 确认公司的清算报告
并予以注销。 请所有股东接到通知后，
按时参加股东会。 若未按时参会，根据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视为自
动放弃表决权。 特此通知。 联系人：黎
卫，电话：15273133915

注销公告
桃源县架桥镇农民用水户协会，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1430725058037447G，本
协会无债务债权，现需注销登记，特此
公告。

注销公告
桃源县佘家坪乡农民用水户协会，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5143072505804484XD，
本协会无债务债权，现需注销登记，特
此公告。

注销公告
桃源县木塘垸镇农民用水户协会，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5143072539578948XP，
本协会无债务债权，现需注销登记，特
此公告。

注销公告
桃源县架桥镇先锋村农民用水户协
会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1430725058037439M，公章、证书正副本
均已遗失，本协会无债务债权，现需注
销登记，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长沙宏源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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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 继 强 ， 电 话
13907314351

注销公告
桃源县架桥镇栖凤山村农民用水户协
会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307250580374636，公章、证书正副本
均已遗失，本协会无债务债权，现需注
销登记，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桃源县杨溪桥镇农民用水户协会，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1430725325658038B，
本协会无债务债权，现需注销登记，特
此公告。

注销公告
桃源县盘塘镇农民用水户协会，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143072506011099X7，本
协会无债务债权，现需注销登记，特此
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长沙市商业幼儿园拟向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
算组。 请债权人自 2020年 11月 12日
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
公告。 �

长沙市商业幼儿园
2020年 11月 12日

公司合并公告
根据湖南赖氏烟花有限公司与湖南赖
吉昌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决
定湖南赖吉昌管理有限公司以吸收合
并方式合并湖南赖氏烟花有限公司。
公司合并后， 湖南赖氏烟花有限公司
予以解散注销。 湖南赖氏烟花有限公
司的债权、 债务由湖南赖吉昌管理有
限公司承继。 为保护相关债权、债务人
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各相关债权、债务人联系办理相
应手续。 特此公告
湖南赖氏烟花有限公司联系人：谢辉，
电话：13789066603
湖南赖吉昌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谢
辉，电话：13789066603

加大帮扶力度增强贫困民众
获得感和幸福感

数据显示，目前邵东市的 77
个贫困村已全部退出（其中 2017
年 40 个 ，2018 年 30 个 ，2019 年
7 个），全市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20312 户 61633 人 ，其中 2014
年 至 2019 年 脱 贫 18839 户
58513 人，剩余 3039 名未贫困人
口正在脱贫验收复核 ，年底将实
现所有贫困人口脱贫。

周玉凡表示， 当前脱贫攻坚
进入关键时期， 邵东将紧紧围绕
提高民众满意度为目标 ，进一步
加大帮扶力度，着力帮助贫困人
口解决生产生活难题 ，想方设法
提高贫困民众的稳定收入来源，
不断增强贫困民众获得感和幸
福感，力争交出高质量脱贫攻坚
成绩单。

为吸引企业进入乡村投资， 邵东出台了
《关于加快就业扶贫车间建设促进农村
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实施方案》，对吸纳劳
动力就业 10 人以上的给予一次性补助 2
至 10 万元，对购买加工箱包的电动缝纫
机每台补助1500 元， 新购其他加工设备
按购置价的30%予以补助、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一系列奖补措施吸引各类劳动密
集型企业积极到乡镇村新建扶贫车间 。
目前，该市有扶贫车间 177 个，实现 26 个
乡镇 (街道、场 )全覆盖 ，已吸纳农村劳动
力 7869 人。

王昊昊 魏志刚

遗失声明
高小星，遗失军官证，证号军字第 0771675

号，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