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9.28�星期五 编辑 王卉珍 图编 杨诚 美编 胡万元 校对 汤吉A07 要闻·科教卫

遗失声明
西南大学遗失中央非税收入统
一票据四份，每张缴款金额 24
00元。 袁志培票据缴款时间分
别是 2015 年 10 月 28 日、2016
年 11 月 24 日。 郑旭文缴款时
间分别是 2015 年 10 月 28 日、
2016年 11 月 24 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祁阳县大村甸镇中心小学遗失
湖南省非税收入专用收据手工
票一张，号码为 01252667，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一元梦购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经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注
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司公
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邹迪 18373000725

减资公告
隆回县娇龙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向企业登记机关减少
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2078 万
元人民币减至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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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小龙，电话 13203263666

清算公告
岳阳雄峰防雷技术有限公司经
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熊四军 13874013724

遗失声明
陈琼遗失慈利县工商局 2011
年 11月 1日核发 4308216001
05137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龙腾天下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永
定分局 2017 年 10 月 19 日核
发代码 91430802MA4M6W3T
0P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贴心管家旅游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永定
分局 2017年 6月 30 日核发代码
91430802MA4LUKXW3M 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东晟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永定分局
2017年 6月 29 日核发的代码 91
430802MA4LUHDR7M 营 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尹元军种养专业合作社
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永定分局
2017 年 7 月 27 日核发 9343080
2MA4L5MQ9X4营业执照正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明汇正大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 2017
年 3 月 6 日核发 91430800MA4
LD68794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沅陵县兰天机电经营部遗失沅
陵县食药工质监管局于 2013 年
11 月 5日核发注册号 431222600
143749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豪江机电有限公司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1761
4402 开户行为长沙银行华信支
行，声明作废。

◆江皓雨（父亲:江亮，母亲:
姚丹） 遗失出生证明， 编号:
Q430185569，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宸睿商贸有限公司股东
决定解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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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振 电话 18673028626

拍卖公告
受托， 我公司将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9 点 58 分在常德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五楼第五开标
室， 对位于长沙市跳马乡白竹水
乡同升湖二区 3 栋（F 型）全部房
地产、构筑物、设备及林木整体资
产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
湖南省烟草公司常德市公司所拥
有的位于长沙市跳马乡白竹水乡
同升湖二区 3 栋（F 型）全部房地
产、构筑物、设备及林木整体资产
进行公开拍卖。 不动产权证号为
湘 （2017） 长沙市 不动 权 第
0234617 号， 房屋建筑面积约为
278.46m2， 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
使用权，权利性质为私有房产，用
途为住宅。参考价为 643 万元，竞
买保证金 100万元。二、标的展示
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至 2018
年 10月 17日。 三、 标的展示地
点：标的物所在地。四、报名流程：
竞买人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及保证金转账凭证到常
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常德市鸿
鑫桃林大厦（原桃林宾馆 5 楼）取
得竞买资格。 报名时间：2018 年
10 月 15 日 9:00 时始至 2018 年
10 月 17 日 17：00 时止。 报名地
点： 常德市鸿鑫桃林大厦五楼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介代理窗
口。 保证金到账时间：2018 年 10
月 17 日 17:00 止（保证金必须是
从转款人银行账户转入下述银行
账户, 竞买人凭保证金银行转账
凭证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五楼
财务窗口盖章确认， 保证金到账
超过截止时间和为现金缴存凭证
的均为无效申请， 不予受理报
名。 ）保证金收款单位：常德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常德武陵支行
账号：1908 0702 2902 2192 628
联系人电话：李先生 13873659537
监督机关：市工商局
监督举报电话：0736-7227696
详见：http://ggzy.changde.gov.cn、
http://www.cdaxpm.com
常德市安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减资公告
湖南国金美美珠宝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0 万元减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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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美玲 18229900722

注销公告
花垣县瑞和汽车租赁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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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电话 18874390666

遗失声明
长沙四维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
276801029XG）遗失单位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天笙养殖专业合作社遗
失涟源市工商质监局 2016 年 8
月 2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43138207
26416400，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湖南盛创能源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解散公司并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彭湘华 17773444822

◆谭春波（身份证：4325021989
01155439）遗失 2012年核发的
职称英语-理工（A级），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浩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7 年 11 月 16 日核发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50726446063，声明作废。

◆陈俊好遗失二代身份证（签
发机关：岳阳市公安局岳阳楼
分局，有效期限：2012、12、31-
2022、12、31），证号 430602198
8091450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市杨陈理发店遗失吉首市
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7年 9 月 1日核发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
433101MA4M2R7E8M，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世纪城时间仓餐
饮店（税号：92430105MA4MX
JL778）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代码：4300174320,发票号
码：17054320，17054803，1705
48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浏泉香餐厅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 5份，发票代码：
043001700107，发票号码：12273
576、14016901、14186436、14186
437、14237068，声明作废。

◆胡翟遗失湖南师范大学学校
毕业证明书和学士学位证明书，
证 号 105421201705001806 和
10542420170018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县渌口镇靓车地带汽车美
容会所遗失株洲县国税局核发
的税登记证正本，税号：430221
19570827384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人旺建材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 2008 年
7月 7日核发注册号 430104600
035724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人旺兴土菜馆遗
失长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 2007
年 1月 22 日核发注册号 430104
3010650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湖南文理学院解炬遗失报到证，编
号 20071054920216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涟源市宏途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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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淑英，电话：15773879888

注销公告
湖南西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李征宇，电话 13319523321

注销公告
株洲博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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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蓓蓓，电话:18607331938遗失声明

慈利县三合口乡农富烟草种植
专业合作社遗失由慈利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3 月 4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821NA000159Ｘ，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爱林校园后勤服务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胡爱林 电话 13873024758

注销公告
湖南正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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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海，电话 18573183838

遗失声明
长沙县湘龙佩姐家菜馆遗失湖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3份，发票代
码 :043001800104， 发票号码 :
27420360、27420361、27420362，
声明作废。

◆冉丹阳，遗失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编
号：MMXVI6692453，声明作废。提示：登报公示 保护权益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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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极便民信息
注销公告
慈利县三合口乡农富烟草种植
专业合作社经全体成员决议注
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
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刘
军池，电话 13397448459

◆龚灏哲（父亲：龚元元，母亲：黄
静）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765391，声明作废。

◆周凡凯（父亲：周光奇 母亲：蒋
兰）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139936，声明作废。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刘四英遗
失就业报到证，证号：20151203
4200706，声明作废。

◆匡晓白遗失湘 H26888 道路运输
证,证号:430902201004,声明作废。

◆陈峰（父亲：陈学平，母亲：欧秀
林）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131156，声明作废。

◆汤天成（父亲：汤烜，母亲：王
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G430802446，声明作废。

◆肖皓凡（父亲：肖普，母亲：李
玲）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836535，声明作废。

靓房出售
新地东方明珠：湘江之边，谷山
脚下， 地铁之旁， 金星北路之
上，楼盘二期楼王之稀有一楼，
三室二厅二卫两阳台 (132 平
米)，近三十平米的开放式阳光
书房、茶室，近百平方米私家后
花园，尽享高品位之田园生活，
全屋英伦风格的实木家具地
板，暖气、空调应有尽有，屋里
清一色的德国博士家用电器，
个性品质精装自住， 毗邻师大
星晨实验附小、附中，就读区位
优势明显。 带家电家具出售。
联系电话 13973131363。

长沙雨花区雅礼中学门口邮政报
刊亭优价出租或转让， 已经营十
年，接手即盈利。 13787212998刘

转让◆出租

9月27日，全国装备制造业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现场推进会在长
沙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110所
学校和30多家企业的350多名代
表齐聚一堂， 分享经验、 展示成
果，共商产教融合大计、共推装备
制造业发展。现场，还揭牌成立了
“机械行业先进装备制造职业教
育集团”。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 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陈
昌智、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
王瑞祥、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谢佑卿、 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司长
欧晓理、 教育部职成司副司长周
为、 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蒋昌忠等
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学校经验：
产教融合培养“大国工匠”

技能大师、省劳动模范、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这些殊荣
全部属于一名“80后”———湖南工
业职院毕业生龙卫国。 他一直扎
根中联重科基层， 先后攻克起重
机“吊臂旁弯”“变幅抖动”“卷扬

溜勾”等大吨位、超大吨位的行业
技术难题， 均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和壁垒； 他还先后担任20余项破
全球纪录新产品的调试第一负责
人。 龙卫国只是湖南工业职院培
养的众多“大国工匠”中的一员，
该校另一位才毕业几年的“90后”
谭志明，26岁即成为湖南省最年
轻的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在该校党委书记刘建湘看来，之
所以能诞生众多“工匠大师”，得
益于学校积极搭建政、校、行、企
等各方共同参与的产教融合纽
带，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
产教深度融合模式。

据悉， 利用区位优势和专业
优势，学校分别与长沙高新区、湘
潭经开区、株洲高新区、衡阳高新
区等国家级和省级园区签订了合
作协议。学校与园区合作后，将不
同企业的人才需求整合起来，开
设园区订单班， 以园区整体需求
为导向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为园
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
支撑。该校校长向罗生介绍，学校
先后与园区重点企业中联重科、
铁建重工、长丰集团、山河智能、
楚天科技等200余家企业建立了
校企合作关系。仅2017-2018年，
新增合作企业近百家，包括5家行
业五百强企业，30余家湖南装备
制造重点企业。与此同时，园区和

企业也纷纷感受到了合作对接后
带来的红利。

湖南举措：
对接产业优化职业教育布局

“全省高职高专院校已与
1230余家企业开展了订单培养，
与111家企业联合开展了现代学
徒制试点， 与行业企业深度合作
建立了技术研发中心119个，为区
域内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
人才保障。”会上，省教育厅副厅
长应若平介绍了湖南职业教育主
动对接产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
探索校企合作模式的系列举措。

近几年来， 湖南职业院校牵
头组建了省级职教集团36个，加
盟合作企业1890家。针对职业院
校学生成才成长规律，按照行业企
业需求，十八大以来，我省开发了包
括职业素养在内的专业教学标准
48个，考核学生岗位综合职业能力
的专业技能抽查标准96个。

目前，我省国家示范（骨干）
高职院校所数、 国家职业教育教
学成果奖、 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示
范专业点数、 国家现代学徒制试
点数等核心指标均居全国前列。
对此，省教育厅厅长蒋昌忠表示，
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的
高质量发展， 为我省产业转型升

级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
支撑和技术支持。

探索实践：
成立行业职教集团

为了促进先进装备制造业职
业院校与企业优势互补， 在更大
范围实现职业教育资源共享，今
天会议现场， 由全国机械职业教
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机械工业教
育发展中心领导， 湖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牵头组建的全国“机械
行业先进装备制造职业教育集
团”正式揭牌成立，目前已有天津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等60家职业院校和武汉华中
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
有限公司、 远大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等30多家企业成为该职教集团
首批成员单位。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 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陈
昌智认为，职业教育必须创新，要
纵向贯通， 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
体系； 要横向融通， 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建立校企共同体；
要对接产业， 打造专业结构的升
级版，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
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记者黄京 通讯员王宇杨莎莎

机械行业装备制造职教集团在湘成立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目前已有60家职院和30多家企业成为首批成员单位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教师在企业指导学生顶岗实习。
通讯员 王宇 记者 黄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