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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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德市紫尚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常德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430700000043463 的营业执照
副本，特声明作废。
常德市紫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5日

地址：常德市育才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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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源发业
注册号：430702600136683

澧县天泰商务宾馆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本，证号：地税湘字330302610515321 号，
声明作废。

孙彬彬（身份证：430723198511173886）
的 女 儿 龚 炫 翎 ( 身 份 证 ：
430105201101050161)的《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编号：K431129823，声明作废。

桃源县观音寺大药房负责人吴和平不
慎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 注 册 号 ：
4307252000851，声明作废。

肖旭、曾琴夫妇遗失准生证一本，证号：
10722108160051D，特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公 告
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澧县项目部原有

行政公章已遗失，现声明作废。遗失后至新的
公章启用前发生盖有原公章的业务均与本项
目部无关。

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澧县项目部
2017年4月25日

遗失公告
澧县教育书店不慎遗失澧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于 2003 年 4 月 18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430723L07698926E 的营业执照
副本，特声明作废。

澧县教育书店
2017年4月25日

2017年4月10日下午2点左
右，曹元在桃源县青林乡三岗村
12组捡拾女婴一名，该女婴身体
健康，出生日期为2015年4月12
日（阳历）。身穿绿花色婴儿棉
衣，用蓝黑色的抱裙包裹，并附

有一张红色的出生日期纸条。
请以上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与刘茜同志联系，联系电话：
0736-6681732，联系地址：桃源县民政局。
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
置。

2017年4月24日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启事

2016 年 9 月 25 日下午 3 点
左右，刘慧在长沙市万佳丽捡拾
男婴一名，该男婴身体健康，出
生日期为 2016 年 9 月 5 日（阳
历）。身穿绿花色婴儿棉衣，用

蓝红包的抱裙包裹，并附有一张红色的出生
日期纸条。

请以上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与刘慧同志联系，联系电话：0736-
6681732，联系地址：桃源县民政局。即日起
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2017年4月24日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启事

胡益华遗失房屋他项权证一本，证号：鼎
房他证他权字第0025951号，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解散清算公告
常德市刘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

会于2017年4月21日决议解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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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清算组联系方式：13808839668，清
算组联系人：李元成。

常德市刘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4月21日

遗失公告
石门安溪茶业有限责任公司因保管

不善，不慎遗失石门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于 2016 年 4 月 6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430726727948011P 的营业
执照副本，特声明作废。

石门安溪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4月25日

清算公告
安乡县银发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3072176800771XY），2017年4月21
日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成立清算
组。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应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负责
人：詹财林；成员：胡典之、胡盛立；电
话：18974243558。

2017年4月25日

解除工作关系声明
张辉仁、江爱武同志，因你们

自2000年以来先后被其它单位长
期借用，并已被其聘任为中层骨
干。根据省、市有关清理“在编不
在岗”人员要求和《事业单位人事
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我台对你
们作出了解除工作关系的决定。
自 2015 年 10 月以来，台人力资源
部多次要求你们来台办理解除工
作关系的相关手续，但你两人均一
直未来台办理相关手续。请你们
自本通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到我
台人力资源部办理相关手续，逾期
后果自负。联系电话：7202280。

常德市广播电视台
2017年4月20日

公 告
常德市武陵区景发广告制作

中心2006年与河洑森林公园协商
修建广告牌一块。协议已逾期 3
年，现通知景发广告制作中心自接
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对广告牌进
行自行拆除。逾期未拆除的，河洑
森林公园将对其强制拆除。

2017年4月25日

常德市鼎城区宝泰鞋业有限
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
湘国税登字 430703095010569 号，
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分类广告电话：0736 - 2530790 排版QQ：1037513527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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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刊登：注销、减资、变更、开业等公告及各类证件遗失声明

澧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遗失《建设工程施工许
可证》，编号：432424201607050102，声明作废。

桃源县潇湘风尚酒店不慎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4300164320，号码：29344457，声明作废。

桃源县龙旺鞋材厂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一份，账
号：43001590068052504745，核准号：J5585000343502，
声明作废。

常德广积米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坐落汉寿县大南
湖乡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一本，地号：汉国用2010第0658
号，特声明作废。

姚丽遗失由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一
本，编号：120341201106000378，特声明作废。

湘常德货 2121（编号：湘常 SJ（2014）1287，船舶登
记号为 340608010334，船检登记号为 2000G3300083），
所有人为王泽燕不慎遗失。特声明作废。

常德市金萝莎食品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
证号：国地税湘联字430702743156428号，特声明作废。

常德市石门桥镇下街社区居民委员会遗失湖南省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投资收据 3 张，代码：00424406，号
码：10610126、10610150；代码：00424408，号码：106101
79，特声明作废。

常德市石门桥镇范家潭村民委员会遗失湖南省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投资收据6张，代码：00424411，号码：
10610251、10610256、1060265、10610268；代码：004244
13，号码：10610301、10610306，特声明作废。

湖南宏旺石化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湖南省非
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一份，票号：No.143232424X，

开票日期：2013年12月3日，开票金额：人民币18万元，
特声明作废。

常德市鼎城区宝泰鞋业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
码 证 副 本 ，代 码 ：09501056—9，登 记 号 ：组 代 管
430703—011385，特声明作废。

杨雅丽遗失由常德鑫泽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常德
恒大华府购房合同一本，合同编号：250227；遗失购房
认购书一份，编号：0023827；遗失湖南省常德市地方税
务局预收款专用凭据一张，代码：243001400523，号码：
40012279，金额：34499元，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上接1版）

党建促发展 制度做后盾
3月28日，曾祥松在市行2017年纪检监

察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正确的选人用
人导向，进一步创新选人用人方式方法，在
全行营造一个让员工看得见、摸得着，客观、
公平、公正的环境，让想干事、能干事、会干
事、干成事的人有机会、有平台。”

为此，该行多措并举，为用人机制营造
出了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一是制定
三年人才培养计划；二是员工管理坚持公
开透明；三是建立优胜劣汰公平竞争机制；
四是在选拔干部工作中坚持公开竞聘，择优
使用。

员工是企业的核心，是企业发展的原动
力，严格用人机制，这是该行用党建防腐败、
促发展的一个缩影。

无规矩不成方圆。层层组织签订《全面
从严治党责任书》，制定了《全面从严治党责
任清单》《基层支部班子成员责任清单》，有
效传导压力，不断“拧紧”螺丝。及时修订的

《基层支部主体责任考核实施方案》，通过严
格量化考核，不断地把责任压实。

该行纪检监察部负责人表示，着力抓
好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支部书记上党
课活动，组织党支部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
述职评议考核，党建引领的导向更加清晰
有力。通过抓长、抓细，各基层党组织和党
员领导干部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行的自
觉意识明显增强，管党治党责任得到了进
一步落实。

党员的教育培训是强党建的基础工
作。该行除了着重于学习研讨《党章》《准
则》《条例》、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及建行“新188条”外，在党员教育的培训
方式上始终不断创新。汉寿支行有位员工
在参加“我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
演讲比赛活动之后发表感想：“用身边的典
型事迹来鼓舞人、教育人、启发人、引导人，
更有力量。”

党建促发展 落实有效果
党建领航风帆扬。一个支行就是一个

支部，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个党员就
是一面旗帜。2016年，该行调整扩充了基层
党组织架构，党支部由原来的26个调整为37
个，打造凝心聚力的员工团队，真正做到克
难攻坚，万心一意谋发展。通过加强中层干
部的调整交流力度，加强本部和城区支行员
工双向交流，干部的积极性得到有效调动、
员工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通过开展“创造
争优年”活动、“我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竞
赛活动，员工拼搏意识、合规意识、创新意
识、担当意识、服务意识不断增强，涌现了许
多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2016年共获得总行
级、省行级及市级先进集体20多项，先进个
人90多人（次）。

该行党委组织部负责人说：“思路正
确了，行动才正确，一种阳光、积极状态，
在建行基层蔚然成风。全行广大党员理想
信念进一步坚定，党性观念和改革创新意
识进一步增强，党的优良作风进一步发扬，
履职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先锋模范作用
进一步发挥。”

全面从严治党，贵在驰而不息，从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到新
常德新创业的“一三五”，常德建行人永远在
路上，他们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和政治定力，
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从严治行，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
环境，为常德经济社会发展争做更大的贡
献，谱写更美的乐章！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4月25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
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审议《关于巡视中央
政法单位情况的专题报告》。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在错综复杂的国
内外形势下，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决
策部署，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新
发展理念，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
换，有效防控风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一季度经济运行
稳中向好、实现良好开局，增长和效益回
升，市场预期改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加大，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不断涌现并
快速成长，产业优化升级不断推进，就业
继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有所加快。
各方面对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认识逐步加深、行动更为自觉，这对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
要看到，当前经济向好有周期性等因素，经
济结构调整任重道远，面临不少挑战，必须
坚持用新常态的大逻辑研判经济形势，坚
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会议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关于经济工
作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提高发展质
量和效益为中心，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及时解决经济运行
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确保经济平稳健康
发展，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到深化，确
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执行
党中央方针政策的能力和水平。要保持宏
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推进“三去一降一
补”，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大力培育发展新
动能，振兴实体经济，实现转型升级。要创

造性开展工作，加强调查研究，充分发挥和
调动基层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扩大改革受益面，扎实做好重点民生工
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营造良
好市场环境，加强制度建设，扩大开放领
域，改善投资者预期。要加快形成促进房
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要高度重
视防控金融风险，加强监管协调，加强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加大惩处违规违法行为工
作力度。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巡视作为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不断深化创新，坚持
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赋予巡视制
度新的活力。对中央政法单位党组织开展
巡视促进了政法系统坚持党的领导、加强
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发挥了政治导向
作用。

会议强调，政法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
政的重要国家政权机关，政法队伍是法治

中国、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政法机
关和政法队伍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永葆忠
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
治本色。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
治国的战略部署，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到
依法治国全过程。要加强政法机关党的建
设，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选好配强领导班子，严格队伍管
理，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
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政法干部队伍。
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管党治
党政治担当，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
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防
范廉洁风险，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要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强化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持问题导向，勇于
自我革新。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 审议《关于巡视中央政法单位情况的专题报告》

近日，公安机关一举打掉14个以“民族
资产解冻”诈骗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204名，初步查证涉案金额超过7.3亿元。

“民族资产解冻”诈骗犯罪由来已久。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一些不法分子虚
构中华民族历史上各朝代灭亡时为日后王
朝复辟保存了巨大财富，以及国民党溃败
台湾时在大陆和海外遗留了大量资产，这
些财产数以兆亿计。

这一历时超过40多年的骗术，从以前
的口口相传到如今“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手法不断翻新并愈演愈烈，使大量群众上
当受骗。

“电信诈骗＋传销＋时事政治”
的“连环套”

2016年上半年，安徽省公安机关接群
众举报，有人利用网络社交平台，宣称可通
过“精确慈善”项目向受助人发放善款。4
月份以来已有超过 3 万人提供了身份证
号、手机号码、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但没
有一人获得过任何数额的善款。

很快，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收到线索，
在对受害人等线索进行分析研判后，专案
组锁定了“三民城”和“巨龙国际”项目的两
个诈骗犯罪团伙。

“以红头文件形式推广关于民族大业
等项目，承诺购买不同项目会有丰厚的受
益。”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周斌
介绍，经过初步侦查，警方发现上述两个项
目都是以公益慈善为诱饵，向参与者提出

“民族资产解冻”的概念来骗取钱财。
“‘民族资产解冻’的诈骗早已有之，这

次是以慈善的名义新瓶装旧酒。”周斌说。
随着案情的深入，专案组逐步锁定部分

犯罪团伙核心成员。2016年8月5日，专案

组决定收网。“三民城”项目的吴某某、“巨龙
国际”项目的张某某等高层涉案人员落网，
两个诈骗项目的犯罪模式也逐步明确。

周斌介绍，这是一种集返利、传销与诈
骗为一体的混合型犯罪。专案组总结为

“电信诈骗＋传销＋时事政治”的连环套，
极具诱惑性和欺骗性。

犯罪团伙组织各种微信群对受害人实
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打款或
转账；引入传销手段进行宣传洗脑，使被害
人对所谓慈善事业深信不疑；紧扣时事热
点，曲解国家创业、慈善等政策，让受害人
进入圈套。

“下血本”筹建实体养老基地迷
惑公众

2016年10月，经公安机关初步侦查，
一个以“民族大业”为名，嫁接慈善养老事
业的诈骗团伙浮出水面。犯罪嫌疑人温某
某通过发布虚构的国家政策，骗取数万人
数百万元的“会员费”。

“扶贫养老系统项目对接民族资产让
你脱贫！”这个看似响亮的口号，出自温某
某经营的“5A级扶贫养老基地”项目。

“犯罪嫌疑人谎称，这类项目是政府支持
的公办不公开工程，再配上伪造的文件，大多
数人难以分辨。”盐城市滨海县公安局刑警
大队大队长钟旭说，再加上投资上百万元建
设的养老基地，受骗者往往深信不疑。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了解到，这起诈
骗案实际上是“案中案”。温某某最初依靠
吸引老年人投资养老项目进行诈骗，后经
人介绍认识了装扮为在世的国民党前高官
的夏某某，于是，养老项目开始与“民族资
产解冻骗局”相结合。

“幕后主使夏某某在广西多民族山区

长大，并在广东工作十年，掌握多种方言，
假冒他人声音得心应手。”盐城市公安局刑
警支队四大队大队长袁大勇介绍，除了团
伙的核心成员，这些人几乎不与外界接触，
隐藏在幕后“神秘”地存在。

“温某某最初也是‘民族资产解冻’的
受害人。”钟旭说，温某某被其上线欺骗后
并没有停手，而是将‘民族资产解冻’与自
己的养老诈骗项目相结合，宣称每人仅需
出资210元作为启动资金，即可以领取100
万元善款，并且获得终身免费养老。

为了让受害人相信“民族资产解冻”存
在，就要增加其神秘感，有所谓的“守宝人”

“高官后人”，以及代代相传的古老凭证。
为增加迷惑性，团伙成员从古玩市场、仿古
道具商城购买了大量仿古做旧的道具、假
古玩，有假的玉石印章、旧的代表委员证
等，并组织团伙中层线下举办所谓“鉴宝大
会”。此外，诈骗团伙还PS与领导人的合
影照片、私刻政府公章。

高度警惕承诺巨额回报的投资
理财项目

“投资 10000 元就可以成为巨龙公司
国际股东，可以得到现金 1000 万元人民
币、海景别墅一套、红旗 H7 轿车一辆、
10000股巨龙公司的原始股票……”

“其实，对于这样的巨大回报，受害人
也并不是完全相信，但往往侥幸地设想万
一真的兑现了呢？”周斌说，一旦发现受害
人半信半疑，诈骗团伙成员就千方百计给
其洗脑。

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副大队
长高峰，曾进入诈骗团伙的微信群。“群里
有群规，每天都在固定时间举行所谓爱国
晨会，仪式感很强，还有导师不停地进行推

送与介绍。”高峰说，入群必须熟人推荐。
当有人提出质疑，会有专人与其沟通，在安
抚的同时告诫“干大事要有耐心！”“很多时
候，一旦迷进去真的很难出来。”犯罪嫌疑
人武某某说。

个案案值小、涉及地域广、被害人众
多是此类案件的特点，公安机关在办案中
很大的一个难点是“受害者众多却极少有
人报案”。

由于投资门槛低、损失不大，多数受害人
觉得如此被骗很丢人，往往选择吃哑巴亏。

据悉，近年来，多个犯罪团伙假借慈
善、投资、扶贫、养老的名义，围绕“民族资
产解冻”的噱头进行诈骗活动。公安部刑
事侦查局相关负责人提醒投资者，不要相
信天上会掉馅饼，不要有一夜暴富的想法，
面对可疑并承诺巨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项
目，要高度警惕，向相关部门核实了解，切
不可相信有所谓“民族资产秘密解冻”、政
府公办不公开的企业存在。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假借“民族大业”旗帜 宣称解冻兆亿资产
—— 透视“民族资产解冻”数亿骗局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