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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在2018港澳旅行商“锦绣潇湘
行”常德旅游推介活动上，一个个强劲的信
息，无不传达同一个声音——常德欢迎你！

常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涂碧波在致辞
中介绍道——

“常德，是一座历史悠久、山清水秀、人
杰地灵的城市，是一个有文化、有品位、有潜
力的地方，先后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
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
国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等荣誉称号。

常德建城历史可以追溯到2200多年前
的战国时代，北宋时期始名常德。澧县城头
山遗址出土了世界最早稻种，发现了 6000
多年前世界最早水稻田，将中华文明向前推
进了1000多年。“刘海砍樵”“囊萤夜读”“孟
姜女哭长城”等众多历史经典故事源于常
德，屈原、宋玉、黄歇、刘禹锡、范仲淹等名人
志士在这里生活成长，特别是近代以来，孕
育了林伯渠、宋教仁、蒋翊武、丁玲、翦伯赞
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文化名人，为新
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常德地处多边旅游区域核心，东邻长
沙、岳阳，西倚张家界，南连衡山，北望三峡，
是三峡——洞庭湖，南岳衡山——长沙——
张家界黄金旅游走廊的纽带中枢。这里有
世界上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址和古稻田
遗址——城头山；有闭园三年改造，重迎八
方宾客的桃花源；有“中国城市第一湖”——
柳叶湖；有“湖南屋脊”壶瓶山；有荣登吉尼
斯世界记录的“诗国长城”——常德诗墙；有
中央、省级媒体多次推介的穿紫河风光带、
老西门、常德河街，多样风景美不胜收。”

近年来，常德市委、市政府紧跟中央和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产业发展稳中有进，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乡面貌明显改观。当
前，全市上下正大力推进开放强市、产业立
市发展战略，将文旅康养产业作为全市四大

千亿产业之一来培育，深入推进全域旅游，
致力打造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2018港
澳旅行商“锦绣潇湘行”常德旅游推介活动，
旨在诚挚地邀请各位旅行商朋友积极宣传、

推介常德。
常德市旅游外侨局局长杨俊在常德旅

游推介会上推出旅游促销优惠政策：
“旅游人数奖。组织国内游客在常德游

1景、住1晚，按8元/人给予奖励，全年累计
达到5万人次的，另行奖励30万元；组织境
外游客在常德游1景、住1晚，按15元/人给
予奖励，全年累计达到5万人次的，另行奖
励50万元。

旅游宣传奖。凡是旅行社运用自身渠
道在线上线下发布常德旅游线路产品，宣传
常德旅游形象的，给予广告费实际支出40%
的奖励。

产品研发奖。研发、推广常德特色旅游
线路产品，并形成一定市场规模的，一次性
奖励3至5万元。

旅游知名品牌奖。对引进国内外知名
旅游品牌，提升常德旅游品牌效应的，一次
性给予5至10万元奖励。

旅行社分支机构奖。省内外品牌旅行
商来常德新设立分支机构的，一次性奖励10
万元。此外，我市各大旅游景区还有对应的
接待人数奖励。综合奖励可达百万元。

我市的各景区景点、旅游企业还将在特
定时期和节庆活动中推出更多、更大的特惠
政策，吸引外地游客和旅行商来常德游玩。

除此之外，贵联控股、常德天利置业集
团也将拿出 50 万港元，对来常德观光、休
闲、旅游的前 1000 名港澳地区游客给予每
人500港元的奖励。”

只要你行，福利不停！是宗旨！
常来常德，常有所得！是理念！
推介会上，香港中小旅行社协会、澳门

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与常德市旅游
外侨局签约，共同促进常德旅游业的发展。
港澳地区旅行商代表表示，加强与常德旅游
业同行的联系与合作，共商旅游发展大计。

5 月 9 日，2018 港澳旅行商“锦绣潇湘
行”活动在常德拉开帷幕。短短的几天
时间，常德给香港旅行商留下了美好的
印象——

常徳地方虽小，景象令人感动难忘

香港怡运旅游的陈君立先生说：“湖南常
徳地方虽小，但是历史悠久，有着中华6000
多年文化，市政府将珍贵历史遗产与现代化
配合创造出令人感动难忘的景象。湖边两岸
设有不同风格的舞台，精彩的曲艺表演、加上
幻彩激光，在游船上观看另有一番风情。这
在世界各地也是少有的节目，因为世界各地
都有游船看夜景，通常是静态的，有高水平的
动感表演实不多见。不枉此行、精彩。”

在《港澳旅行商赴湖南踩线意见回馈
表》选项中，陈君立先生给出了中肯的评价：
线路安排，好；景区设施、内外交通、景区卫
生、导游讲解、餐饮服务，较好；住宿环境、
旅游商品、座谈交流，一般；总体评价，较
好。陈君立先生在《港澳旅行商赴湖南踩
线意见回馈表》其它方面栏写道：“有弹有
赞，常德柳园锦江酒店环境优美，工作人员
服务优良，但远离市中心，对习惯购物及

吃夜宵的游客很不方便。如果一般旅行
团，建议选用市中心附近酒店。”在踩线
感受、意见及建议栏写道：“湖南较多人
熟识是长沙及张家界，常德较为陌生。
初次游历有很大的惊喜，此地有历史悠
久的文化，晋代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记》
深 入 人 心 ，这 里 正 是 他 描 述 的 意 境 之
地。正好发挥此地自然资源优势开拓启
智、文化及休闲旅游。我们在此次考察
的行程中游历过的桃花源、城头山、乘船
游河观赏实景演出《桃花源记》及《梦回
穿紫河》均很有特色，值得向港澳及海外
游客推介。老西门歌舞剧《寻常》亦很有
创意，相信会受到大多数游客欢迎。我
公司将向香港大专院校设计及推广这条
旅游线路。”

常德，是旅游投资体验的选择

港通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黄全冬 5 月 8 日、9 日、10 日在朋友圈
写道——

“下一站湖南常德，长沙，the next sta-
tion is Hunan Changde， Changsha 8-
11May2018！

旅游合作的商机！香港人外出旅游每
年约 8000 万人次，怎样把握好这批庞大的
旅游市场，开拓新的商机！ ……

第一次到达湖南常德参访，晚上入住，
已感常德的安排十分窝心（窝心：1、部分地
区解释为因受到委屈或侮辱后不能表白或
发泄心中苦闷。2、也有地区解释为因为看
到或听到某事而感到温暖、感动）。

湖南常德：辞海提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发源地，体验人生向往的慢生活、慢享受、慢
文化！人生必定来此体验一次！

湖南常德澧县城头山，世界最早的水稻
田，中国最早的城堡，6500年的历史！看看
历史发展至今，人类走得很快，第一次工业
革命：蒸气；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第三次
工业革命：电脑及讯息！现在是第四次工业
革命：人工智能！走得快的背后，是否要慢
下来，停一停，旅游一下，来到城头山体验我
们祖先的辉煌历史，可能会给你对人生新的
感受，令你成长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在记者给黄全冬的朋友圈点赞后，他
特地给记者发了一条微信：“湖南常德，是
旅游投资体验的选择！未到常德时，我会
觉得今次会有什么看，在香港听都未听过，

当5月8日晚上到的一刻，已感到常德是很
有潜力开拓投资的市场！500 元左右一晚
的五星酒店，河街景色文化，柳叶湖空气清
新的风景沙滩，老西门新旧交替的建筑，湖
南的歌演，超顶级的兰博基尼酒店香港都
没有，晚上的游船喷泉激光歌舞的夜景，真
系唔驶讲野（大声说），正！”

5 月 9 日下午，记者与港澳旅行商同
行，香港旅行商董女士，在内地长大，普通
话说得很好，她对桃花源的感觉很好。她
说，能有这么大地方，保护得这么好，很了
不起。她说会组团来桃花源。

常德，是旅游投资体验的选择
—— 香港旅行商谈“2018锦绣潇湘行”

□本报记者 吴琼敏

常德欢迎你
—— 2018港澳旅行商“锦绣潇湘行”常德旅游推介活动集锦

□本报记者 吴琼敏 通讯员 宋淑娥 文/图

港澳旅行商及重点旅游省份的旅行商桃花
源里欣赏民俗表演。

推介会场外，香港旅行商品尝花岩溪擂茶。 桃花源里的桃源刺绣深深吸引旅行商。 旅行商拍下桃花源核心景区秦谷13号客房。

推介会现场。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安乡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安乡县

乡镇生活垃圾简易填埋场一点一方案整改工程
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安乡县城乡
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额约402.3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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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18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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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澧县交通运输局罗峰不慎
遗失《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执
法证号：43071437。特声明作废。

临澧县陈二乡南垱村夏宗清
不慎遗失《林权证》，林权证号：
2411150081，发证日期：2010 年 5
月25日，特声明作废。

桃源县东方红名烟名酒商行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585000263801， 账 号 ：
43001590068052503481，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桃源
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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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桃源县木塘垸镇庆兰村二组罗正治不慎遗失集体

土地使用证，桃集用（2015）第04759号。特声明作废。
陈君、刘慧夫妇遗失陈希瑞的出生医学证明一份，编

号：M430494353。特声明作废。
史道新遗失湖南省常德市地方税务局预收款专用凭据

一张，票号：cd40003904，金额：57500元，开票日期：2015年
12月8日。特声明作废。

常德渫水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86000011105，账号：1908073209024915625，开户行：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门支行。特声明作废。

车世华遗失坐落灌溪镇大垱村浦沅厂区内的国有土地
使用证一本，证号：常鼎国用（2006）第 2121 号。特声明作
废。

张秋生不慎遗失地处原鼎城区白鹤山新港村13组集体
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 1 本,编号：293，地号：02-16-08-
293。 特声明作废。

常德市鼎城区灌溪镇中学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负责
人：杨忠明, 许可证编号：JY34307030261757。特声明作废。

津市市灵泉镇敬老院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正本，证号：事证第 143078100277 号，有效期为
2015年3月26日至2020年3月26日。特声明作废。

常德金煜机械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一枚，开户行：常
德市农村商业银行鼎城区石板滩支行。特声明作废。

临澧县交通运输局邓生国不慎遗失《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证》，执法证号：43079735，特声明作废。

常德市鼎城区非凡教育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正本，证号：常鼎民证字第01号。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拟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津编发[2014]8号文件、津发[2015]5号
文件，津市市城市建设投融资管理办公室、津
市市财政监督检查局已撤销，依据《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现拟向津市市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事业单位法人。联系电
话：0736-4222726。特此公告。

津市市财政局
2018年5月16日

公 告
常德市第四运输公司大本营于2016年被

德山经济开发区征拆后，因前期无人过问,公
司的公共面积征拆补偿款流向何方一直无人
知晓。经大部分职工推荐,由李运生、肖吉春
等6人全权负责追讨拆迁补偿款相关事宜。
请“四运”公司职工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与
13508460050或13575224099联系,否则视为自
动放弃。

常德市第四运输公司
2018年5月12日

解散清算公告
常德筱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东于2018

年5月9日决定解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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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86137577，联系人：梁静。

常德筱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5月9日

遗失公告
坐落于桃源县浔阳街道办尧河社区（原

漳江镇尧河村）王用心不慎遗失土地使用权
证，桃国用（2007）第001029号，根据《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实施西侧》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申请补发在其合法继承人郑菊华（身份证：
432421196211195120）名下。特声明作废。

2018年5月15日

2018第10号
下列机构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

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分行 机构编码：B0001L34307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68462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1984年10月8日
营业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府坪办

事处光明巷社区人民路1888号
邮政编码：415000 联系电话:0736-715175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常德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8年5月11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网站上（ 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德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遗失公告
常德市鼎城区信仁玻璃制品加工厂

遗失由常德市鼎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年5月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703MA4L460A3P。特声明作废。

2018年5月14日

旺铺出售
位于桃源县城漳江中路县卫生局对

面好闰家的万和世家有商铺出售,每平方
米价格约1.4万左右, 诚迎广大客户来万
和购买。(限购三天)
旺铺热线：6890999 联系人： 郑女士

2016 年7月18日(阳
历)陈桂喜在汉寿县沧港
镇友谊村捡拾男婴一名，
该男婴身体健康，出生日
期 2016 年 6 月 14 日（阳
历）。身穿黄色婴儿衣

服，用蓝色印花被套包裹，并附有一张白
色的孩子出生日期纸条。

请以上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与常德市社会福利院儿童
部联系，联系电话：0736—2567280，联系
地址：常德市社会福利院。即日起60日
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2018年5月16日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