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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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美味阁商贸有限

公司股东会于 2016 年 12 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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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7364632，联系人：曾
松平。
湖南美味阁商贸有限公司

清算组
2017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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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道安遗失石门县中等中医职业学
校毕业的中专毕业证，证号：9364041，学
号：9364011041，声明作废。

赵宜淼遗失《土地使用证》，证号：澧
国用2006字第3122号，声明作废。

汉寿县国家税务局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Z5582000030504，账号：18-
525901040004900，开户行：中国农业银
行汉寿分行，特声明作废。

许明权遗失安乡县房屋产权证书1
本，证号：01-131544号。声明作废。

临澧县官亭乡中学遗失湖南省行政
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一本，号码：湘财
通 字（2016）08218251—08218500，特 声
明作废。

临澧县官亭乡中学遗失湖南省行政
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一本，号码：湘财
通 字（2016）08219876—08220000，特 声
明作废。

湖南常德欣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桃
源分公司遗失道路运输证一本，证号：湘
交运管常字 430725004184 号，特声明作
废。

湖南省天和建材有限公司遗失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副 本 ，证 号 ：地 税 湘 字
430703668559779号，特声明作废。

湖南省天和建材有限公司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本、副本，证号：湘国税登字
430703668559779号，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开业公告
安乡县丰悦家庭农场，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30721MA4LB1GK1R，投资人杨多
武，经登记机关核准登记注册，予以公告。

2017年1月18日

个人独资企业清算公告
投资人决定解散湖南古法天香健康

咨 询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702MA4L5CYW13﹚，并于同日成立
了清算组。为保护本企业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请债
权人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文婕，电话：18007426928。

湖南古法天香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8日

解散清算公告
常德市宙翔残疾人汽车操纵辅助装

置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17年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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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975606411，联系人：钟国民。

常德市宙翔残疾人汽车操纵辅助装置
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8日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农二哥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16年12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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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3665822，联系人：谢辉。

湖南农二哥商贸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1月16日

开业公告
安乡县丁刚家庭农场，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30721MA4LAJXN8F，投资人丁建刚，
经登记机关核准登记注册，予以公告。

2017年1月18日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爱诺雅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

于2016年12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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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773688595，联系人：陈佳。

湖南爱诺雅商贸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1月16日

解散清算公告
常德市湘北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股东

会于2017年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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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2680818，联
系人：徐成林。

常德市湘北房屋拆迁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8日

开业公告
安乡县雷鑫家庭农场，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30721MA4LAK0E7N，投资
人雷鑫，经登记机关核准登记注册，予
以公告。

2017年1月18日

变更公告
安乡恒生国际广场商贸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30721320603847Y，法 定 代 表 人
变更郭克云，经登记机关核准登记
注册，特此公告。

2017年1月18日

遗失公告
湖南省天和建材有限公司遗失由常

德市鼎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2012年9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
号：430703000001579，特声明作废。

2017年1月18日

开业公告
安乡县红荣家庭农场，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30721MA4LAJXK3W，投资
人谢红荣，经登记机关核准登记注册，
予以公告。

2017年1月18日

变更公告
安乡恒生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072156769762XJ，法
定代表人变更为郭克云，经登记机关
核准登记注册，特此公告。

2017年1月18日

清算公告
澧县金凤凰肉类食品加工厂（普

通合伙）全体合伙人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召开会议，决议解散澧县金凤凰肉
类食品加工厂（普通合伙），并于同日
成立了清算组，为保护本厂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债权人应当向本厂清算组申报债
权。清算组联系方式：15007363511，清
算组联系人：曲选涛。

澧县金凤凰肉类食品加工厂

（普通合伙）

2017年1月18日

分类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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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天和建材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代码：
66855977—9，登记号：组代管430703—013295，特声明作废。

新国线集团常德运输有限公司安乡分公司不慎遗失道路运输证一本，证

号：湘常430000000020-5，车辆牌号：湘J92518﹙黄﹚，特声明作废。
陈 远 志﹙ 身 份 证 ：430703198809210058 ﹚、毛 智 敏﹙ 身 份 证 ：

430703198912260029﹚不慎遗失湖南泰达置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已盖备案章的
《常德市商品房买卖合同》2份，合同编号：223970, 合同房号：泰达·润景园二
期6栋1301, 特声明作废。

许斌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报税联，发票代码：143001620660，发票号
码：00266033，金额：86912元，特声明作废。

梅庆华遗失毕业证书一本，编号为991780043，声明作废。
江涛、江来安遗失湖南省常德市往来结算统一凭据，发票代码：

243070700089，发票号码：60069579，金额：120000元，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 1 月 18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通过“十三五”促进就业规
划，推动稳定和扩大就业打造高素质劳
动者队伍；部署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生
活保障工作，兜住基本民生底线。

会议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
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实现比较
充分和高质量的就业，对发挥人的创造
能力、促进群众增收和保障基本生活、
适应人们对自身价值的追求，都有重要
意义。“十三五”时期，要把实施积极的
就业政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一要
努力增加就业岗位。积极发展先进制
造业，带动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催生适应多样化需求的新业态，释
放吸纳就业潜力。大力发展就业容量
大的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创新
和完善用工、社保等制度，扶持灵活就
业等新形态。加快资源枯竭城市、产业
衰退地区等脱困振兴，引导劳动密集型

企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增强吸
纳就业能力。二要以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和新动能培育带动就业。大力发展
共享经济，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制度性
交易成本，营造有利于创业的政策环
境，加大初创企业场地、设施、住房等政
策扶持力度，建设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基
地。落实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
创业税费优惠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到
基层就业。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专业
技术人员离岗创业。结合新型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支持农民工返乡就地创业
就业。三要强化就业困难人员帮扶。
通过公益性岗位托底、就业援助等，确
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采取灵活工
时、培训转岗等多种方式，在化解过剩
产能中妥善做好职工安置。推进就业
扶贫，实施贫困家庭子女等免费接受职
业培训项目。四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就业创业服务，建设更多有利供求对
接、人才流动、便利就业的信息平台，提

高人力资源市场透明度和匹配效率。
制定实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激励政
策，加快推进工学一体、企业新型学徒
制等培训模式，健全劳动者素质提升长
效机制，满足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人力资
源需求。

会议认为，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标志，是防止冲
破道德底线的基本要求，也是补上民生
短板、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在需要。过去
一年，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围绕提高困难群众生活保障水
平，做了大量工作。会议确定，一是各
级财政要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把保障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放在重要位置，确保
政府这方面投入只增不减。中央财政
已拨付的救助补助资金要抓紧到位。
加快推进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衔接，促
进低保兜底脱贫。开展农村贫困人口
大病专项救治活动，提高特困人员失能
半失能对象的集中供养比例。二是全

国各县（市、区）都要建立健全由政府负
责人牵头的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协
调机制，确保党中央、国务院相关决策
部署落实到基层。三是指导各地加大
受灾群众困难排查力度，做好自然灾害
应急救助。对因去年特大洪涝灾害仍
住在临时安置住所的受灾群众，今年要
全部帮助解决住房问题。会议强调，要
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
挂钩联动机制，防止物价波动影响困难
群众生活。各地要加强节日期间福利
院、特困人员供养机构、救助机构等安
全管理和服务保障，在加强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中，特别要改善孤儿和残疾
儿童等群体的保障条件。鼓励有条件
的地方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在露宿人员集中
地区设立开放式救助点和临时庇寒场
所，确保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等有饭
吃、有衣穿、有场所避寒。给困难群众
更多关爱和温暖。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保障困难群众生活 兜住基本民生底线

1 月 18 日，世
界首颗量子科学
实 验 卫 星“ 墨 子
号”在圆满完成 4
个月的在轨测试
任务后，正式交付
用 户 单 位 使 用 。
量 子 卫 星“ 墨 子
号”是我国自主研
制的世界上首颗
空间量子科学实
验 卫 星 ，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发射
升空，是中科院空
间科学先导专项
首批科学实验卫
星之一。图为“墨
子号”量子科学实
验卫星与兴隆量
子通信地面站建
立天地链路。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量子卫星量子卫星““墨子号墨子号””正式交付使用正式交付使用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 白
国龙）投资18.5亿元，5年建起15510个
台站，为全国提供分钟级的地震烈度速
报和重点区域秒级的地震预警服务。
记者18日从中国地震局获悉，我国“十
三五”期间的重大工程——国家地震烈
度速报和预警工程目前已进入初步设
计阶段，预计在2017年年底前“上马”。

按计划，国家地震烈度速报和预警
工程将用5年左右的时间建设完成，届
时发生破坏性地震，我国将能提供秒级
地震预警信息服务。

数秒钟即发布地震预警可谓“生死

时速”，是在和地震波“赛跑”争抢时
间。工程项目总设计师金星研究员解
释说，地震发生时，具有破坏性的S波是
以每秒3.5公里的速度从震中向四周扩
散。比如10秒钟S波只扩散到距震中35
公里左右的区域，而一般7级以上的地震
都有很大的断层，如2008年汶川地震破
裂范围超过200公里。因此10秒左右对
外发布地震预警，就抢在S波到来之前，
为老百姓逃生避险赢得宝贵时间。

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地震烈度速
报和预警工程需要在未来投资 18.5 亿
元，在全国建设1960个配置测震仪和强

震仪的基准站、3309个配置强震仪的基
本站、10241 个配置烈度仪的一般站。
在包括华北地区、南北地震带、东南沿
海地震带、新疆天山地震带的重点区域
内，三类台站平均间距为12.5公里。

据了解，国家地震烈度速报和预警
工程将包括站点观测、数据处理、信息
发布、网络和运行保障五大系统。除了
能为重点区域提供秒级的地震预警服
务，还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 1 至 2 分钟
发布地震基本参数速报信息，2至5分钟
发布烈度速报信息，30分钟至24小时持
续提供地震灾害评估信息，24小时后产

出更为丰富的信息产品。
专家表示，地震预报至今仍是世界

性的难题，我国大陆是世界上地震活动
最强烈和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
一。因此，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
合，坚持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相统
一，统筹推进监测预报、震害防御、应急
救援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全社会抵御地
震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尤为重要。

目前，加快重大项目的立项与实
施，已被列入2017年我国地震部门的重
点工作中。中国地震局局长郑国光在
日前召开的2017年全国地震局长会议
上表示，面对复杂严峻的震情形势，发
展地震预警技术，建设国家地震烈度速
报与预警系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并
将对我国防震减灾事业发展带来深远
影响。

为生命“争分夺秒”

我国将“上马”地震速报预警工程

英国“硬脱欧”方案将搅动欧洲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7日在伦敦兰卡斯特宫发表有关

英国“脱欧”谈判立场的演讲时强调，英国在退出欧盟后将不
会留在欧洲共同市场，要从欧盟拿回边境控制权，以限制进
入英国的欧洲移民人数。这意味着英国将寻求“硬脱欧”。

这是自2016年6月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欧”后，英国
政府首次就“脱欧”问题作出明确表态。欧盟如何回应以及
英国最终将如何“脱欧”恐将深度影响今年的法国和德国大
选，乃至整个欧洲一体化进程。

何为“硬脱欧”

特雷莎·梅在演讲中表示，如果英国不离开共同市场，
就不能算真正“脱欧”。她说，英国将不会在与欧盟谈判中
寻求签订任何让英国“一半留、一半走”的协议，英国将与欧
盟建立一种“新的平等关系”。

特雷莎·梅强调，“脱欧”意味着英国必须重新拿回对边境
的控制权。舆论认为，特雷莎·梅的演讲彻底排除了此前部分
英国政客支持的“软脱欧”（即以放弃部分边界主权、有条件允
许欧盟移民入境为代价留在共同市场）方案。这表明，在特雷
莎·梅的“脱欧”目标中，限制移民比共同市场准入权更重要。

针对欧盟可能对英国“硬脱欧”采取的报复行动，特雷
莎·梅警告，如果欧盟成员国在英国“脱欧”后寻求对英国设
置惩罚性关税，这将是“灾难性的自损行为”。

特雷莎·梅承认，英国会寻求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
议，以“最大程度进入共同市场”，但这一贸易协议谈判将十
分艰难，因为欧盟需要维系欧洲一体化进程，“震慑”其他已
经显示出“离心力”的成员国，对英国不会示弱。

在英国是否会留在欧盟关税同盟问题上，特雷莎·梅并
未表态，只是说希望英国能与欧盟国家达成关税协定，但并
未给出更多细节。

欧盟关税同盟是欧盟的重要经济支柱。作为关税同盟
的一员，英国不可与非欧盟国家达成自己的自由贸易协
定。英国是否会退出欧盟关税同盟的问题将会成为“脱欧”
下一阶段的重要看点。

何为“全球性”

特雷莎·梅在17日的演讲中多次强调，英国可以利用“脱
欧”这一机会，重新作为真正的“独立国家”和世界各国扩大贸
易往来，并将致力于打造一个“真正全球性的英国”，向外界传
递出英国“虽然脱离欧盟，但要拥抱世界”的强烈信号。

特雷莎·梅在演讲中说，英国不仅与欧盟这个“邻居与
最好的朋友”打交道，也与欧洲以外的国家加强联系。她承
诺：“‘脱欧’不会让英国成为一个内向型的国家。”

目前，英国已开始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国进行初
步的贸易谈判。就在几天前，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英
国媒体专访时承诺，将在自己上任后几周内与英国签订一份

“快速、公平的贸易协定”，使英国“脱欧”成为“伟大的事件”。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特雷莎·梅表态要拥抱世界，但欧盟

对英国依然至关重要。欧盟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英欧贸
易额大约占英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因此英欧之间最终能
否达成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协定对英国来说意义重大。

何为“大牌局”

关于英国“脱欧”的程序，特雷莎·梅明确表示，英国政
府与欧盟的“脱欧”谈判协议将最终由英国议会表决通过，
然后才会生效。

分析人士指出，在“脱欧”主导权上，政府对议会的这一
妥协为英国国内的“脱欧”程序之争减少了不确定性。而另
一方面，特雷莎·梅的表态仅是表明了英国单方面计划，英
国最终将如何“脱欧”取决于与欧盟冗长复杂的谈判。

在特雷莎·梅发表演讲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示，
比起此前英国既想留在共同市场、又不允许欧盟移民自由流
动的立场，此次特雷莎·梅的表态“至少更为现实”。欧盟负责

“脱欧”谈判的官员则表示，英国要想在不允许移民自由流动
的前提下和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这一想法只能是“幻影”。

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欧洲
民粹浪潮涌动，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严重冲击。而今年，欧
盟又将面临法国、德国两个重量级大国的选举。为了欧盟
的未来，欧盟在对待英国“脱欧”时必将慎之又慎。

英国利物浦大学欧洲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艾瑞卡·哈
里斯认为，如果英国顺利“脱欧”并从中获益，这将鼓励德国
和法国反对欧盟的右翼势力，并让它们能在大选中获得优
势，预计欧盟在与英国的谈判中将不会退缩。

此间舆论也普遍猜测，欧盟在对英国的“脱欧”谈判中
会尽力表现出强势，以避免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更大冲
击。 （新华社伦敦1月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