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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酒店
酒店集住宿、餐饮、娱乐一体

化；普通标间 118元/间，豪华标间
128元/间，小单间 108元/间，累计
住3间全天房送钟点房1个，3个钟
点房可抵一个全天房，多住多优惠。

地址：武陵大道与滨湖西路交会处

（常德海关大楼南侧）

电话：0736-7709059

精装修 房费低 好停车

遗失公告
武陵区东郊乡皇木关村卫

生室不慎遗失常德市武陵区民
间组织管理局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核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证书》正本，登记号：民证
字第183号，特声明作废。
武陵区东郊乡皇木关村卫生室

2017年1月11日

湖南常德红日升酒业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地址为桥南工业园、代
码为61708988-5、法定代表人为姚
成华、有效期自2015年4月14日至
2019年4月13日、登记号为组代管
430703-013000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副本。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京源补发

地址：育才东路 202号（长怡中学
与市工商局中段）。
电话：0736—7261887
网址：WWW.Jybf888.COM

纯真发手工织发量身定制

浑然天成，犹如自身头发再生

让您远离秃顶、脱发、白发烦恼

可吹、拉、烫、染方便自如

远离染发、烫发伤害

可游泳、打球及做任何剧烈运动

头等大事当然要交给京源发业

参加央视CCTV《对话中国品牌》民族品牌企业
纯手工真人发私人量身定制

注册号：430702600136683

分类
广告

电话：0736 - 2530790 地址：市柳叶大道常德日报传媒集团106室
友情提醒：本栏目信息不作为签订合同等法律依据，交易时

请核对相关法律及对方资质条件，涉及经济往来请慎重！

排版QQ：1037513527欢迎刊登：注销、减资、变更、开业等公告及各类证件遗失声明
汉寿县朱家铺镇白鹤村廖辉益遗失《林权

证》二本，权证号：4307152327、4307110229，声
明作废。

常德帅铃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银行信
用机构代码证，证号：G1043070100197510I。
特声明作废。

李程遗失房屋他项权证一本，证号：房他
证字第0030925号，特声明作废。

李红革遗失原教授职称证书一本，证书编
号：A01091000000000965，特声明作废。

何婷晔遗失医师执业证书一本，编号：
110430700005054，特声明作废。

李应国遗失坐落白鹤山乡新港村二组的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一本，地号：02—
16—08—033，特声明作废。

丁时浩遗失坐落白鹤山乡新港村五组的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一本，地号：02—
16—08—106，特声明作废。

邓双兰遗失由常德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
司开具的首付款收据一张，号码：40024549，金
额：346687元，特声明作废。

常德青峰煤矿关闭清算安置工作组遗失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L5586000032701，账号：
18552801040000781，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石门蒙泉分理处，特声明作废。

张瑶、张盼夫妇遗失张宇豪的出生医学证
明一份，编号：P430373697，特声明作废。

黄彦博遗失由常德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
司开具的首付款收据一张，号码：40003522，金
额：10000元，特声明作废。

杨超群、陈潇潇遗失由常德万达广场投资
有限公司开具的首付款收据一张，号码：
40038156，特声明作废。

高绪化（身份证号：432302196405201213）
遗失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一本，执法证号：
43005995，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常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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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2016年12月28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
权。联系电话：0736-7256999。特此公告。

常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12月28日

2016 年 3 月 26 日，在汉寿县沧港
镇友谊桥村建设组刘龙富家门口捡拾
男婴一名，姓名：刘宇昊，该男童身体
健康，出生日期 2016 年 3 月 16 日（阴
历）。身穿红花上衣。

请以上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监护人持有效证
件与刘龙富同志联系，联系电话：18073660769，联系
地址：德山民政局。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
被依法安置。

2017年1月12日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启事

解散清算公告
常德国人置业有限公司根据2016年12月22日

股东会决议同意解散本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公司债权人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联系人：刘勇，电话：18975626888。

常德国人置业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1日

解散清算公告
澧县盛宇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于2017年1

月10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为
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电话：13973633001，联系人：何斌。

澧县盛宇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2017年1月10日

解散清算公告
常德合融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股东

会于2016年12月21日决议解散公司，并
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为保护本公司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清算组电话：18874856739，联系人：
郑晓玲。

常德合融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1月11日

遗失公告
武陵区小碗布丁甜品店遗失由常德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武陵分局2015年9月7
日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30702600479022，特声明作废。

2017年1月11日

开业公告
湖南省锄勤生态农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721MA4LA6YN9H，
法定代表人孙竹清，经登记机关核准登记
注册，予以公告。

2017年1月11日

开业公告
安乡县明志中介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721MA4L9U805H，法
定代表人周佑平，经登记机关核准登记注
册，予以公告。

2017年1月11日

开业公告
安乡县永泰建材销售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721MA4L9QJN22，法
定代表人李成道，经登记机关核准登记注
册，予以公告。

2017年1月11日

开业公告
安乡县伟鑫棉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721MA4L9
TTF9C，法定代表人龚伟，经登记
机关核准登记注册，予以公告。

2017年1月11日

向宇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一张，号码：No.03094212，金额：
138617.14元，特声明作废。

向云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一张，号码：No.03094211，金额：
138617.14元，特声明作废。

石门县李沫忆（女，2015 年 4
月 8 日出生）不慎遗失《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为 0431084506。声明
作废。

临澧县望城乡楚城村居民丁
加成2017年1月4日前办理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遗失，证号：临集用
（1991）字第35008号，特声明作废。

常德市鼎城区斗姆湖镇龙湾
头村郭欣然遗失《医学出生证明》，
编号：K430674266，特声明作废。

临澧县九里乡万岗村居民李
先国2017年1月5日前办理的建设
用地批准书遗失，证号：临九土
（2013）33号，特声明作废。

临澧县安福镇迎宾路居民祝
仕波2017年1月11日前办理的国
有土地使用证遗失，证号：临国用
（2001 变）字第 059 号，特声明作
废。

程琳遗失由常德万达广场投
资有限公司开具的首付款收据一
张，号码：40029984，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为落实中央关于纪念中国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有关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教育部
组织历史专家进行了认真研究，对教
材修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日前基
础教育二司又专门发函对中小学地方
教材修订提出了要求。教育部表示，
中国历史教材将全面落实 14 年抗战
概念，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全
面反映日本侵华罪行，强调“九一八”
事变后的 14 年抗战历史是前后贯通
的整体，应在课程教材中予以系统、准
确体现。

抗日战争是以8年算，还是以14
年算？一直以来，这是历史学者讨论

的热点问题。2011 年，在纪念“九一
八”事变80 周年时，《人民日报》刊登
社论，提出了“14 年抗日战争”的概
念；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

“‘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序幕。‘七七’事变成为中国全民
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可见，这并
不是一次简单的话语转换，而是对历
史最客观、最公允、最权威的评价。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
军。”1931年9月18日夜22时许，日本

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
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悍然袭
击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由于东北
军执行了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沈
阳城次日凌晨即告陷落。短短4个多
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
土 3.5 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
多万东北父老乡亲成了亡国奴。

民族危亡时刻，中国共产党提出
了“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
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救亡主张，
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反对
不抵抗政策。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
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引领
下，中华儿女同残暴的侵略者进行了
不屈不挠的斗争。

唯有血肉，才能筑起新的长城。
独立与自由，侵略者不会施舍。抗日
战争时期，中国军民伤亡多达3500万
人。正是因为全国各阶层同仇敌忾、
共赴国难，抱定了血战到底、抗战到底
的信念，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才完
成了凤凰涅槃，实现了浴火重生。

“8 年抗战”和“14 年抗战”，是与
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的
过程相联系的两个概念。这两种提法
一直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角度、不同
的语言环境下使用，尽管说法不同，但
实质内容没有矛盾。但要认识到，抗
日战争开端问题关系到对“九一八”事

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关系
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的特
点和南京国民政府作用的评价，关系
到对“九一八”事变历史地位的认识等
一系列重大问题。

这次教材修改，要求将“8 年抗
战”一律改为“14 年抗战”，能全面反
映日本侵华罪行，强调“九一八”事变
后的 14 年抗战历史是前后贯通的整
体，全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
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了对那段沉重
历史的敬畏感，这些都是毋庸置疑
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
族，尽管那段苦难岁月已经成为过
去，但“历史问题”还远远没有成为历
史。在当今日本，仍有人绝口不提对
战争的反省，反而口口声声要为“历
史”翻案，为军国主义招魂，这些都值
得警惕。

回溯悲壮史实，是要以史为鉴，是
要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是要
擎起理想信念的火把。这就需要亿万
民众把抗日战争给予我们的丰富经验
和重要启示，转化成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实际行
动，并构建起一套强大的精神体系。
唯有如此，方可告慰无数抗日英烈的
在天之灵，才能真正不辜负那段可歌
可泣的岁月。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新媒体专电）

“14年抗战”是对历史的还原与敬畏
□樊树林

新闻背景

从今年春季开始，中国历史教材将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8年
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

中国教育部10日表示，教材修改要求将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
抗战，全面反映日本侵华罪行，强调“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抗战历史
是前后贯通的整体，应在课程教材中予以系统、准确体现。

据悉，这一修改要求覆盖大中小所有学段、所有相关学科、所有国
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教材。

在中国抗战历史中，8年抗战是指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的
全面抗战；14年抗战，则是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开始的抗
战，包含了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个阶段。

1月11日，一名乘客展示
自己购买的 8362 次列车车
票，从响水站至宁强站票价仅
1 元。当日，近 200 名山区群
众乘坐西安铁路局汉中至阳
平关 8361/8362 次列车外出
赶集。8361/8362 次列车全
程 117 公里，设有 14 个站点，
最高票价7.5元，最低票价只
需 1 元。这列只有三节车厢
的普通绿皮慢车，如今已成为
沿线群众出行的首选交通工
具，被称为秦巴山区中的“火
车大巴”。

新华社记者 张晨俊 摄

坐着坐着““火车大巴火车大巴””
去赶集去赶集

新华社北京1月 11日电（记者
赵文君）记者11日从国家工商总局获
悉，近日出台的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
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细化了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规定的“七日内无理由退
货”制度，规定将于今年 3 月 15 日起
施行。

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
局局长杨红灿说，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的商品范围是消费者普遍关心的问
题，也是新规的核心创新之处。根据
商品性质，在综合考虑保护消费者权
益和保障企业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从
原先的四大类补充为七类经消费者

在购买时确认可以不适用七日无理
由退货的商品。

关于退回商品的完好标准，如何
判断商品是否完好一直以来是各方
争议的焦点。新规规定了商品完好
的一般性标准和三大类商品“不完
好”的判定标准。

很多 消 费 者 不 知 道 网 络 购 买
商品无理由退货的具体程序，或者
遇到很多障碍。为此，新规全面细
化了无理由退货制度的具体流程，
整个流程一目了然，进一步保障了
行使无理由退货权利的便捷性可
靠性。

网购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新规3月施行

国台办：台当局“告洋状”于事无补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 赵博 查文晔 齐湘辉）针对

台湾当局领导人日前称美方正持续劝说大陆方面恢复与台湾方
面的对话沟通，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1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应询表示，如果台湾新执政当局不能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反
而要去“告洋状”，这是于事无补的。

他说，美国方面一直对2008年以来两岸双方致力于对话谈
判、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表示赞赏。美方人士应该明白，能够开展
和持续这一对话谈判的基础是坚持“九二共识”。因此，只要承认

“九二共识”这一事实，接受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两岸重启
对话谈判不是问题。

有记者问，对于台当局领导人近期“过境”休斯顿时与美国一
些“亲台”人士互动，大陆方面怎么看？马晓光答问指出，外交部发
言人已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坚决反对我建交国和台湾当局进
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坚决反对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
一台”的言行。台湾问题是中方的核心利益，我们希望美方有关人
士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慎重、妥善处理
涉台问题，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进一步冲击台海和平稳定。

还有记者问，台当局领导人此次“出访”未与美国候任总统特
朗普或其团队成员见面，被一些媒体认为“整体表现冷静克制”，请
问发言人有何评论？马晓光回应说，这种见面根本就不应该发生。

奥巴马告别演讲现场落寞抹泪
新华社芝加哥1月10日电（记者 徐剑梅 刘阳）即将离任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10日晚在芝加哥麦考密克会展中心发表长达近
一个小时的告别演讲。他说，种族主义仍是美国的“分裂力量”，
美国面临挑战。

演讲中，奥巴马再次强调他 8 年前上台时喊出的“变革”口
号，称进步之路总是坎坷不平，每进两步就可能倒退一步。他表
示，当年他赢得总统选举胜利后，部分民众一度认为美国进入了

“后种族主义时代”，但这与现实不符。他呼吁美国能够弥合分
裂，团结在一起。

他警告说，下一波经济紊乱不是来自海外，而是“来自于机器
自动化不舍昼夜的脚步”，而机器自动化势将使得大量中产阶层
失去工作，因此尤其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契约，保证教育等民生。

芝加哥是美国第三大城市，也是奥巴马开始政治生涯的地
方。当晚的会展中心人头攒动，闻讯而至的民众约有两万人。奥
巴马演讲时，人群不时发出“再干4年”的呼声。在演讲结束时，
奥巴马抬手拭去眼角的泪水。

回顾8年白宫生涯，奥巴马在演讲中把应对金融危机、重启
汽车工业、持续增加工作机会、美古关系正常化、达成伊朗核协
议、击毙“基地”恐怖组织领导人本·拉丹、推动使2000多万美国
人获得医保的《平价医疗法案》等列为自己的执政亮点。

奥巴马将于20日告别白宫。演讲时，奥巴马表示将与候任
总统特朗普顺利进行权力交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