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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李勇彪同志的申请，我局依
法受理了其《关于申请设置岳阳
市岳阳楼区禾美芸医疗美容门
诊部的报告》及相关材料，现将
相关内容公示如下:名称：岳阳
市岳阳楼区禾美荟医疗美容门诊部
类别：医疗美容门诊部
性质：营利性(非政府办)
法人：李勇彪
选址：岳阳楼区五里牌街道新城
社区七号网格天伦国际
5 栋 2 单元 28031
床位：0
诊疗科目：美容外科、美容皮肤科
公示期 7 天， 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20 日-12 月 27 日
公示期间，如对设置该医疗机构
有异议，可向岳阳市岳阳
楼区卫生健康局实名反映。
联系人：周传来 徐碧辉
联系电话：0730-8866809

岳阳市岳阳楼区卫生健康局
2019 年 12 月 20 日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前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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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人启事
2018 年 6 月 23 日，在望城区白
箬铺镇光明村刘某家门口捡到
男婴一名，2018 年 6 月 18 日出
生，取名刘子昔，孩子捡到时
身边有一张写有其出生日期的
小纸片，现请孩子亲生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望城
分局白箬铺派出所联系(0731-
88560007)，即日起 60 日内无
人认领孩子将依法安置。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8）湘 0104 执恢 772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位
于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 608
号麓谷公馆 7 栋 1502 号房、产
权证号为：713093589 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恢 602
号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王萍名下所
有的位于长沙市暮云镇高云村、
西湖村怡海星城 131 栋 602 号、
和 603 号房屋，其相对应的编号
分别为：长国用（2013）第 10124
号和长国用（2013）第 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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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恢 197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
查封案号（2018）湘 0103 执 671
号】现将登记在被执行人夏新
贵名下所有的位于长沙市开福
区洪山路 188 号藏珑湖上国际
花园 2-1、2-2 栋 802 号房屋，
其相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20
12）第 051505 号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湘乡市金薮乡财政所遗失湖南
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1 份,号
码:2044476836；湖南省村民委
员会收款收据 2 份 ,号码 :007
31776、00731916;湖南省行政
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 1 份 ,
号码:01334886,声明作废。

◆湖南郴州商业学院 (现名郴州
职业技术学院) 瞿显芳遗失毕业
证，编号 971000402，声明作废。

◆本人何穹雕（43062419910524
0030）遗失位于绿地北外滩 11-
403 室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缴款凭
证第三联，凭证号为 000317619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嘉陈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长
字 4301001200309 号，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
院( 2019)湘 0102 执恢 196 号之
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被执
行人李浩特名下的位于长沙市开
福区万家丽北路一段 899 号月湖
兰庭 4-1，4-2 号栋 1505 的房屋
的长国用（2011）第 049119 号的
房屋国土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耒阳市人聚讯通咨询服务部遗
失耒阳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8 年 5 月 29 日核
发的 92430481MA4PLEC492 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中商网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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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滢芷，电话 13575248921

作废公告
依据河北省阜城县人民法院（20
19）冀 1128 执恢 57 号的协助
执行通知书【原查封案号（20
18）冀 1128 民初 744 号】，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王国芳名下位
于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三段
1500 号北辰时代广场 D1-5 栋
803 号房屋、相对应的编号为长
国用（2016）第 150742 号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阜城县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7136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刘建龙名下坐
落于长沙市天心区高云路 77 号
龙湾国际三期 2029 栋 1303 号
房屋、产权证号为：716127308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516047482 号的他项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5 执 2567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戴文龙名下位
于长沙市晴岚路 68 号北辰凤凰
天阶苑 B1E1 区 1-10 栋及地下
车库、连接平台 G 层 168 号房
屋、产权证号为：20180068361 号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20180072788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澧县百顺三农谷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彭元龙 13973654967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5 执 4575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彭力名下位于
长沙市开福区双湾路 69 号湘江
御景花园 11 栋 1607 号的房屋、
产权证号为：20180107506 号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20180106099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华电平江电厂工程项目建设协
调指挥部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平
江县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正
本， 核准号：L55750000410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 S208，S322 公路工程
建设协调指挥部遗失中国人
民银行平江县支行核发的开
户许可证正本 ， 核准号 ：
L55750000395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汨罗市智丰加油站(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68156591173
3J)遗失行政公章及财务专用
章和法人(黄成)私章各一枚，
特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 2019)湘 0111 执 4834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被执
行人何邓烽名下的位于长沙市
雨花区时代阳光大道 489 号中
航城 1-3 栋 2312 号房屋、权证
号为 20180241670 号的房屋所
有 权 证 和 他 项 权 证 ：20180
257675 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长沙市天心区先锋街道公共服
务中心、长沙市天心区先锋街
道公共监管中心依据《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
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唐文龙（父亲：唐伟，母亲：杨春
梅）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E430018458，声明作废。

◆湘潭职业技术学院王获遗失毕业
证，编号 030402110615，声明作废。

之三

省统计局调查显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农村干群认同度高

99.52%！对乡村振兴就是这么有信心

近日， 省统计局民意调查中心就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情况，对全省26个县（市）104个
乡镇416个村的村干部和群众进行问卷调
查。 根据调查，96.05%的村干部和97.14%
的村民表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明显”。

产业发展稳步提升、人居环境日益改善、
文明新风吹遍乡村、乡村治理初见成效、农民
生活日见富裕……感受着身边时刻发生的喜
人变化，农村干群越来越认同乡村振兴战略，
对实现乡村振兴信心指数更是节节上涨，达
到了99.52%。

■记者 李成辉

12月18日， 长沙城南的市级乡村振兴建设
示范村———大托新村，在绵绵阴雨的“梳洗”下，
景色更显别致。

走在大托新村干净整洁的乡间小道上，清
澈的水渠水塘随处可见。 大托新村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 池塘既具灌溉功能又有观赏性
质，水体内的生态浮岛使水体得到净化，水体
自然变得清澈。 在水塘周边还修建了步行道，
设立了石制的休息桌椅， 成为村民们喜爱的活
动场所之一。

“以前港里的淤泥、白色垃圾很多，导致水
很脏。”村民们感叹，现在村子环境好了，既留住
了“自家人”，还吸引了“外来客”。

从长沙市湘府路大桥沿湘江南下， 大托铺
特色的饭店酒楼和生态农庄及各类果蔬种植基
地不断闯入眼帘， 生态休闲产业已日益成为当
地经济发展的新支柱。 一到周末， 附近的农家
乐、垂钓场所往往是“人满为患”。游客、食客激
增，也让周边村民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仅在街
域范围内就有近千名村民实现就近就业。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对
于乡村振兴，顶层设计者早已纲
举目张。

今年以来，全省农业农村系
统全面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大力推进三个“百千万”工程
和“六大强农”行动，着力打造优
势特色千亿产业，扎实推进以精
细农业为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
供应基地建设，推动乡村产业提
质增效，全省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扎实推进。

按照“4+4+20”的思路，重
点打造了“湖南茶油”“湖南红
茶”“安化黑茶”“湖南菜籽油”四
大省级区域公用品牌，打造崀山
脐橙、岳阳黄茶、南县小龙虾、湘
江源蔬菜4个片区品牌， 支持湘
潭湘莲等20个“一县一特”品牌
发展。今年分别在香港、澳门、北
京、深圳等地举办了品牌农产品
产销对接会。

突出龙头培育， 今年为790
家企业安排贴息6260万元。继续
实施“百企”工程，新增国家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3家，全省国
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
60家，农业上市企业达到19家。

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农林牧
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高于
全国0.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0791元， 同比增长
9.1%， 高于城镇居民和去年同期
增幅，预计全年增长8.9%。今年全
省农产品加工业预计可实现销售
收入18040亿元，同比增长9%。

提质增效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留住“自家人”，吸引“外来客”

全景省统计局调查显

示，96.05%的村干部

和97.14%的村民表
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成效明显”， 干部群众
对实现乡村振兴信心指

数达到99.52%。大家
普遍对目前的生活状况
比较满意，其中表示“满

意”的占64.55%，“比

较满意”的占31.55%。
谈及自己家庭目前的生

活水平，8.30%的村民
认 为 达 到 “富 裕 ”，

51.46%认为达到“小

康”， 仅有1.54%认为
仍处于“贫困”。益阳市桃江县修山镇不少贫困户易地搬迁住进了干净、

整洁的新家。 记者 李成辉 摄

大托新村是湖南强力
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
影。

11月25日，46岁的浏
阳市小河乡皇碑村村民罗
洪明笑开了怀， 浏阳两型
产业园的食品企业按期收
购了他栽种的6亩芥菜叶，
“算下来每亩能有4500元
的收成， 加上上半年种植
刀豆的收入， 今年我家的
纯收入有4万多元。”

作为全国农产品加工
基地、 湖南省首家特色食
品产业园， 浏阳两型产业
园通过“企业+合作社+贫
困户”模式精准实施产业、
就业扶贫，从“输血”到“造

血”、从“漫灌”到“滴灌”，
带动了一大批贫困家庭走
上脱贫致富路。

2017年， 部队转业的
文滟辞去事业单位的工
作， 回到老家长沙市岳麓
区雨敞坪镇嵇家山村承包
300多亩虾田。仅仅两年时
间，文滟的“莲虾共作”田
就实现综合经济作物年产
值80多万元，并迅速扩大，
带富一方乡亲。12月4日，
在雨敞坪镇第二届“新乡
贤”表彰大会上，文滟和其
他9人一起荣获“新乡贤”称
号。在湖南，像雨敞坪镇一
样以推广“新乡贤”来涵育
文明乡风的地方不在少数。

乡村振兴给农民带来
的好处实实在在， 看得见
摸得着。 省统计局调查显
示 ，96.05% 的 村 干 部 和
97.14%的村民表示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成效明显”。
农村干群高度认同乡村振
兴战略， 深切感受到身边
发生的可喜变化， 对实现
乡村振兴信心指数达到
99.52%。

农村干群普遍认为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
村面貌不断改善。 农村居
民普遍对自己目前的生活
状况比较满意， 其中表示
“满意”的占64.55%，“比较
满意”的占31.55%。

产业兴农民富，信心指数高达99.52%变化

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