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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乡县力帆车行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
43072119730629255501，声明作废。

涂列强、李婷夫妇不慎遗失涂浩然的《出生医学证
明》一份，出生证编号：M430493835，特声明作废。

湖南省三和交通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
《 道 路 运 输 证 》一 个 ，号 码 为 湘 交 运 管 常 字
430726004083，车号为湘J63767（黄色）。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公告
重庆明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常德分公司不慎遗失工

商 行 政 管 理 机 关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430702MA4PG1CG47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特声明作废。

重庆明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常德分公司
2018年4月10日

遗失声明
汉寿县君廷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7225932919819）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声明
作废。

汉寿县君廷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1日

解散清算公告
汉寿县湘汉中宇运输有限公司股东

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决定解散公司，并于
同日成立公司清算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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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组联系人：丁时跃，清算组
联系方式：18670657777。

2018年4月11日

解散清算公告
汉寿青火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于 2018

年4月10日决定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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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组联系人：张自强
清算组联系方式：13786632862

2018年4月11日

常德纺织机械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
章一枚，账号：610657363367，开户行：中国
银行常德分行，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常德柳叶湖旅游度假区七里桥街道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所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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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31日起90日内
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常德柳叶湖旅游度假区七里桥街道计划生育

技术服务所
2018年4月11日

公 告
据查，鼎城区教育系统有如下人员已有

半年时间未在岗上班，为严肃人事纪律，强
化教职工队伍的管理，须在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15个工作日内回原单位报到上岗。逾期
仍不返岗的，根据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事业
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解除人事关系，终止聘
用合同，其人事档案关系转鼎城区人才交流
中心。附名单：

鼎城区镇德桥镇中学 刘敏
鼎城区十美堂镇黄珠洲中学 何伟

常德市鼎城区教育局
2018年4月10日

湖南省三和交通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道
路运输证》一个，号码为湘交运管常字430726001238，车号
为湘J62602（黄色）。声明作废。

石门县鑫长城沥青搅拌厂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为 J5586000505201，开户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门支行。声明作废。

吴建明遗失由常德万达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
一张（履约保证金），号码：No.7298742，金额：56336.3元，特
声明作废。

张成龙、张林丽夫妇遗失张恒伟的《出生医学证明》一
份，编号：430050232，特声明作废。

孙孝平遗失坐落白鹤山乡马巷子村十三组的集体土地
建设用地使用证一本，地号：02—16—12—245，特声明作废。

常德市鼎城区斗姆湖街道南垸社区居民委员会遗失湖
南 省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收 款 收 据 一 本 ，号 码 ：00159249—
00159273，特声明作废。

常德市宏湘牧业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80002267901，账号：43001540168052503009，开户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德山支行，特声明作废。

桃源县凌津滩镇程东华不慎遗失电工操作证一个，证
号：T430725197502206795，特声明作废。

陈永红（房屋位置：东侧新编 008#）遗失由常德市华龙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合同保证金收据一份，号码：
No.7005311，金额：2000元，特声明作废。

陈永红（房屋位置：东侧新编 008#）遗失由常德市华龙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合同期限保证金收据一份，号码：
No.7005312，金额：20000元，特声明作废。

临澧县四新岗镇神堰村戴家组村民邹启祥，不慎遗失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地号：07-06-16-171，证号：
53357，特声明作废。

吴亮（身份证号：430682198705184430）、曹燕（身份证
号：430724198801012526）不慎遗失儿子吴楷栋《出生医学
证明》，出生时间：2014年3月20日，特声明作废。

临澧县合口镇农村自来水厂不慎遗失《机构信用代码
证》，信用代码：G10430724000022903，特声明作废。

向红波不慎在常德遗失中学历史高级教师证书，证书
编号为A04091000000001350。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2014年6月18日早上6点左右，黄小英在桃

源县陬市镇兴盛街社区捡拾男婴一名，该男婴身
体健康，出生日期2014年5月18日，用蓝色衣服
包裹，并放在一个纸箱里面，纸箱里面还附有一张
白色出生日期字条。

该捡拾人于2018年4月6日在桃源县陬市镇
派出所报案，并由该派出所办案人员送至桃源县
社会福利院。请弃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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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10日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启事

陈兴文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本、副本，证号：
430703197610111111，特
声明作废。

刘颂君遗失电工作
业 证 一 本 ，证 号 ：
T432401197006084017，
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公告
常德民富建材有限公司

遗失由常德市鼎城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6 年 8 月 2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703MA4L658437，特声
明作废。

2018年4月10日

公共资源公共资源
交易之窗交易之窗

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协办

根据《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经
常德市人民政府批准，常德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常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常国土资公告〔2018〕8号

二、申请人资格要求及竞买事宜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

法规另有限制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活动，申请人
应单独申请竞买。出让地块按现状供地，由竞买者自行
现场踏勘确认；如地下有构筑物或其它管线设施等，由
中买方自行与有关部门协商解决，并承担相关费用。凡

欠缴土地出让价款、不履行土地出让合同等不良记录的
法人组织，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活动。申请人须在规定的
时间内获取挂牌出让文件，认真阅读挂牌出让文件后，
凭申请竞买必备资料向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出
竞买申请。经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审查合格后，方
可取得竞买资格。竞买人在取得竞买资格的同时，必须

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报价一次。
三、挂牌出让文件的索取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

让文件。有意竞买者须在2018年4月20日至2018年5
月11日（节假日除外）到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取
挂牌出让文件, 也可在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ggzy.
changde.gov.cn）下载相关资料。挂牌出让文件与本公
告内容具有同等效力。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
公告时间：2018年4月11日至2018年4月30日
挂牌时间：2018年5月1日9:00至2018年5月14日

10:00
保证金及预付款到账截止时间：2018 年 5 月 11 日

16:00
（保证金及预付款到账超过截止时间的为无效申

请，不予受理报名）
报名时间：2018年5月1日9:00至2018年5月11日

16:30
挂牌、报名地点：常德市泓鑫桃林五楼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国土项目报名室

挂牌期限届满，同一宗地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竞
买人要求继续竞价的，挂牌活动进入现场竞价程序，现
场竞价时间另行通知。

五、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电话：0736-7256332 7251095
联系人：吴女士、罗先生、王先生
公告发布媒体：
中国土地市场网（www.landchina.com）
湖南日报、常德日报
常德市国土资源局网站（www.cdgt.gov.cn）
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ggzy.changde.gov.cn）
竞买保证金及预付款必须是从竞买申请人的银行

账户转入下述银行账户，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不认
可非竞买申请人的代缴行为。

开户单位：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银行账号：8201 3000 0000 17096
开户银行：常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市国土资源局 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4月10日

宗地
编号

742

宗地
位置

长庚路与
高泗路交
叉东北角

土地
用途

商服、住宅
（零售商业、
城镇住宅）

出让
年限
（年）

商服40
住宅70

土地面积
（m2）

25819.77

规划指标

容积率

2.0-2.8

建筑密
度（%）

≤23

绿地率
（%）

≥37

起始价
（万元）

11950

加价
幅度

（万元）

100或100
的整数倍

竞买预交款项

竞买保证
金(万元)

2400

预付款
（万元）

63

常德市武陵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
送达公告

刘佩珍房屋权利人、曾淑玲、张腾芳：
武陵区人民政府分别于2018年3月28日、2月29日、3月29日

作出了常武征补决〔2018〕25号、26号、27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对你坐落在方家巷社区的房屋作出了补偿决定，房屋补偿价值分
别为982584元、186863元、684240元。如需选择产权调换方式，你
应在补偿决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书面选择安置房屋，并按照征收
补偿方案的规定相互找补产权调换的差价；逾期不选择房屋或未
按照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相互找补产权调换差价的，视为放弃产
权调换的补偿方式，只对你按上述决定进行货币补偿。

如不服本决定，你可以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常德市
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
起行政诉讼，在本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本区人民政府
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本公告经60日后，上述决定书即
视为送达。

2018年4月8日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常德市第三人民医院）招聘公告

医院因业务发展需要，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技
术人员13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时间：2018年4月2日－4月13日上班时间。
二、报名地点：医院行政办公楼四楼人事科（武陵区

城南大高山街56号）。
详情请登陆：常德职业技术学院网http://www.cdzy.cn

常德市第三人民医院网cd3yy
咨询电话：0736-7199617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石门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石门县永兴街道办便民服

务中心及附属工程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石门县人
民政府永兴街道办事处，投资额约1891.0855万元，现予以公告。详
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www.bidding.hunan.gov.cn）”及

“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
石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18年4月9日

本报讯（记者 帅泽鹏 通讯员 姜开专）4月8日，
记者从鼎城区环保局了解到，今年清明节期间，该区
积极倡导文明祭扫新风尚，呈现出良好局面。

为了减少祭扫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消除火
灾隐患，近段时间来，鼎城区在清明节期间采取发布
文明祭扫倡议书、森林防火通告和加强清明节期间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等形式，积极倡导广大市民移
风易俗，树立文明祭祀观念，做到理性祭奠、节俭祭
奠，以鲜花祭扫、植树祭扫、网络祭扫、踏青遥祭、社区
公祭等方式开展文明祭扫活动，逐步从注重实地实物
祭扫转移到以精神传承为主上来，形成了区、乡镇（街

道）、村（居）、组联动，层层落实责任制。特别是乡村
贴挂标语横幅，出动宣传车巡逻，打开村村响广播，在
微信群发通知，印发《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发放进
山宣传卡片。节日期间各乡镇、村（居）还组成专门队
伍进行巡查，安排志愿者开展文明祭扫劝导工作，做
到村、组、山头及重点路口均责任到人。

好措施带来好效果。据了解，清明节期间，文明
劝导行动得到大多数居民的积极响应，越来越多的人
表示要为建设绿色文明乡村、改善居住环境作贡献，
全区焚香烧纸、抛撒冥纸、燃放鞭炮等祭扫旧习得到
有效遏制，文明祭扫成为时下祭祀扫墓活动新风尚。

鼎城区倡导文明祭扫新风尚

2018年常德市城区投放鼠药温馨提示
尊敬的广大市民：

为了营造和谐宜居的城市环境，创建干净整洁的
生活卫生条件，最大限度降低鼠虫害密度，保障大家的
身体健康，经研究，定于4月10日至10月31日对我市公
共区域、居民小区、垃圾站（点）、绿化带、下水道等处进
行大面积的“四害”消杀工作。

此次投放的鼠药为第二代抗凝血剂慢性灭鼠药
（溴鼠灵），低毒对环境无污染，特效解毒剂为：维生素
K1、药物形状为绿色毒谷和红色蜡块，请广大市民管护
好身边的未成年人，相互转告，注意安全，不能接触毒
饵。此次行动给广大市民带来的不便，敬请您的谅解
与支持！若发现有“四害”侵害严害问题，欢迎拨打以
下咨询电话。

咨 询 热 线 ：市 爱 卫 办 7711069，武 陵 区 爱 卫 办
7222137，鼎城区爱卫办7358786，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爱
卫办2555861，经开区爱卫办7312725。

常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4月10日

岳麓山与蔡锷将军，有着特殊的
缘分。

“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
前。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
巅。”113年前，不到23岁的蔡锷登上岳
麓山，吟诵这番豪言壮语。当时的他血
气方刚、风华正茂，戴着日本学成归来

“士官三杰”之一的桂冠，成为各路封疆
大吏军阀名流争相延揽的主角。12 年
后，蔡锷竟一语成谶，以国葬之礼，魂
归于此。

蔡锷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主义
者、军事家和民主革命家，原名艮寅，
字松坡，1882 年 12 月 18 日生于湖南省
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蒋家冲。蔡锷一
生充满传奇，15 岁时，考入谭嗣同等人
为培养维新变法人才而创办的长沙时
务学堂，深得梁启超赏识。17 岁时东
渡日本求学，18 岁时立志弃文习武并
改名为“锷”。1903 年，考入日本陆军
士官学校第三期，与蒋百里、张孝准一
道被誉为“士官三杰”。1909 年，清政
府备受列强欺凌，正在广西练兵的蔡
锷明确提出，要“把中国从怕打仗、打
败仗的国家变成敢打仗、打胜仗的国
家”。

武昌起义爆发后，昆明革命党人

奋起响应，推举蔡锷为临时总司令，于
10 月 30 日晚发动起义。蔡锷率巫家
坝步、炮两标（团）赶到，与七十四标
（团）合兵一处，开挖地道，实行爆破，
攻下军械局，给清军以致命打击。之
后，起义军发动夜袭，以巨大代价攻取
了清军占领的五华山，取得胜利。这
次起义发生在农历重阳的九月初九，
被称为重九起义。之后，“大中华国云
南军都督府”在昆明成立，蔡锷被推举
为首任云南军都督。随后，云南军都
督府发表檄文，重申同盟会纲领，提出

“平均地权”。
1915 年 8 月 14 日，袁世凯称帝组

织“筹安会”发表成立宣言，第二天蔡
锷就从北京前往天津与梁启超商议，
决定反对袁世凯复辟，计划在云南率
先行动。1915 年 12 月 19 日，蔡锷瞒天
过海躲过袁世凯的严密监视，历经艰
辛回到昆明，誓言“为四万万同胞争人
格”。23 日，云南方面致电袁世凯，要
求取消帝制，并限时答复，镇压过二次
革命的袁世凯对此不屑一顾。25 日，
云南宣布独立，接着成立护国军，蔡锷
任第一军总司令。护国军出师，袁世
凯惊慌失措，在国务会议上责怪与会
者：“帝制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余为

之。”
护国军虽然在兵力、武器和给养

上，都比袁世凯的北洋军相差甚远，但
蔡锷身先士卒，在广西宣布独立的支
援之下，艰难地扭转了开战之初的不
利局面。随后，广东、浙江等地纷纷宣
布独立，护国运动声势日壮。此时，原
来支持袁世凯的各国列强与袁世凯划
清界限，北洋军内部的矛盾也渐渐激
化，就连袁世凯的亲信也纷纷倒戈
……1916 年 3 月 22 日，称帝仅 83 天的
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之后，
进步党联络西南各省实力派，以黎元
洪继任总统和恢复国会为条件，以反
帝制的胜利结束了护国战争。

护国战争胜利后，蔡锷的喉癌却
急剧恶化，不得不前往日本福冈一家
医院养病。透过病房的窗户，蔡锷看
到了日本飞机演习，异常伤感，他对蒋
百里说，“不能为国家做更大贡献，自
觉死有余憾。”1917 年 11 月 8 日，蔡锷
在医院病逝，时年 34 岁，要求“锷以短
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为亿万民众争人格，于绝境处开
共和”。蔡锷去世后，国会参议院、众
议院当日开会决定，下半旗以致哀
悼。孙中山先生书写挽联彰其功绩：

“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摘自《湖南日报》 执笔：省委党

史研究室 吴义国 湖南日报记者 孙
敏坚 整理）

蔡锷：护国儒将卫“共和”

蔡锷（资料图片） 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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