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黄强 通讯员 李明晖）近日，市疾控
中心开展廉政集体例行谈话。

会上，市疾控中心负责人围绕“提高干部免疫力”这
个主题，着重从“常学从政之道、常悟人生之理、常怀律
己之心、常记为民之责、常思贪欲之害、常念平安之福”
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并传达了《关于开展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文件精
神，重点解读了“3+5”专项治理任务及29个严禁规定。
他要求，全体工作人员要认清形势，压实责任，分解任
务，把握时间节点；要自
觉负担起党风廉政建设

“两个责任”，以更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
做廉洁自律的表率。

市疾控中心集体谈话防控廉政风险

1.中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约有7.4亿不吸
烟者遭受二手烟暴露的危害。

2.中国每年因吸烟死亡的人数逾100万，
超过结核病、艾滋病和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之
和。

3.现在吸烟者中将来会有一半因吸烟而
提早死亡，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缩短
至少10年。

4.烟草烟雾至少含有69种致癌物。
5.烟草制品中的尼古丁可导致烟草依赖，

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
6.吸烟及二手烟暴露均严重危害健康，即

使吸入少量烟草烟雾也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7.二手烟暴露没有安全水平，室内完全禁

止吸烟是避免危害的唯一有效方法。
8.在室内设置吸烟区（室）、安装通风换气

设施等均不能避免二手烟暴露的危害。
9.不存在无害的烟草制品，只要吸烟即有

害健康。
10.“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

吸烟带来的危害，反而容易诱导吸烟，影响吸
烟者戒烟。

控烟健康教育核心信息（一）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熊妮 周权）5 月 4
日，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的子刊《The 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发表了一篇题为“Dorzagliat-
in 单药治疗中国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一项 2 期多剂量梯
度、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的SCI论文，市第一人
民医院主任医师甘胜莲为该论文第二作者。

据悉，这是近年来市一医院高度重视“临床科学研究”
的成果。该院在医疗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重视医疗人
员的学术提升并形成了鼓励学术研究的奖励机制，成立了

“临床科研小组”，每月组织相关培训，制定《常德市第一人
民医院科学技术奖励办法》，重奖临床科研成果。

论文登上世界权威医学杂志
■ 市一医院主任医师甘胜莲为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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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与预防控制
市疾控中心协办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彭薇
凝）5 月 10 日，由市卫计委、市护理学会
主办的“5·12”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在市
第一人民医院隆重举行。

会上宣读了 2018 年“5·12”国际护士
节受到湖南省表彰的常德市先进单位、
先进个人名单及常德市的表彰决定和

“三十年护理奉献奖”名单，全市共有1家

医院、5 个科室、14 名护士受到省级表彰，
80名优秀护理工作者获得市级表彰。

市卫计委负责人对获奖单位和个人
表示祝贺。他要求，面对新时代新要求，
广大护理工作者要进一步提高服务技
能，进一步锤炼医德医风；各级卫计行
政部门和医疗机构要围绕深化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持续建立健全护士人事管

理 和 薪 酬 分 配 机 制 ，推 进 护 理 管 理 改
革。

5 位优秀获奖代表分别作了先进事
迹发言，参会人员观看了《身边的感动》
事迹展播。他们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
作中，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在平凡的
岗位中夯实基础护理服务，用专业知识
为老百姓更好地服务。

表彰先进庆祝国际护士节
■1家医院、5个科室、14名护士受到省级表彰，80名优秀护理工作者获得市级表彰

本报讯（记者 刘凌 通讯员 高勇）物品整齐放置、
卫生整洁干净；值班室温馨舒适，病房走廊明亮整洁；患
者病历放置规整，文件资料归类标识……近日，走进市第
三人民医院内二科，发现短短大半个月该科实现了优化
蜕变，这是该院内二科打造“6S管理”模式病房的结果。

“6S管理”是指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它
兴起于日本企业，因每个词组发音的英文单词都以“S”开
头，故简称“6S管理”。4月中旬，市三医院内二科引入此管
理办法以改变病房管理模式，全科医护人员积极参与，有
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在各个环节逐渐落实“6S管理”，消
除各种异常和医疗安全隐患，杜绝各种浪费，营造整洁的
工作环境，提高职工综合素质，提升科室管理水平，为打造
全院“6S”品牌科室创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市三医院打造“6S管理”模式病房

5月9日，桃源县茶庵铺镇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该镇干部群众踊跃参与，共有139 人成功献血
43200毫升。

本报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燕磊 罗方 摄

制
图/

张
渝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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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批准，常德市国土资源局德山分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下
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挂牌人
出让人：常德市国土资源局德山分局
挂牌人：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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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土网挂告〔2018〕2号

三、竞买人资格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和其它

组织（法律、法规另有限制的除外）均可申
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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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确定竞得人办法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低于底价
的除外）。

五、出让时间
1、公告时间：2018年5月17日至2018

年6月5日
2、挂牌出让时间：
1号标的：2018年6月6日9:00至2018

年6月19日10:00
2号标的：2018年6月6日9:00至2018

年6月19日10:10
3号标的：2018年6月6日9:00至2018

年6月19日10:20
4号标的：2018年6月6日9:00至2018

年6月19日10:30
5号标的：2018年6月6日9:00至2018

年6月19日10:40
6号标的：2018年6月6日9:00至2018

年6月19日10:50
3、网上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6月15

日16:30
4、预付款（含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

时间：2018年6月15日16:30
六、申请报名竞买办法
1、有意竞买者须到常德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信息技术科（0736-7256317）办
理数字证书ukey（竞买人参加网上挂牌竞
价的唯一标识，已申购且仍在有效期内的
除外）；登录湖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
统（http://www.hngtjy.com），点击“常德
市”按钮，浏览、查阅和下载有关地块出让
文件，对意向地块点击“我要申购”按钮，
网上填报《竞买申请书》，获取交易系统生
成的随机保证金账号，通过银行转账办
理，足额缴纳预付款（含竞买保证金），获
得竞买资格。取得竞买资格后，点击“我
要出价”按钮进行报价。

2、竞买者在竞价前应认真阅读并依
照《常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
网上挂牌出让规则（试行）》和挂牌出让文

件规定执行。
3、竞买人必须保证所提供的报名文

件和身份信息真实、合法、有效。申请人、
缴款人、竞得人信息应一致。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以上标的以现状条件出让。
2、竞买人自行踏勘现场，审阅出让文

件。申请报价一经受理确认后，即视竞买
人对所竞买标的挂牌出让文件及出让地
块现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有关承诺
承担法律责任。

八、信息发布媒体
本公告同时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常德

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湖南日报、常德日报
发布。

九、本公告未尽事宜按挂牌出让文件的
相关规定办理。

十、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736-7256332 7306030
联系人：王先生 阎先生

常德市国土资源局德山分局
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5月16日

标的
编号

1

2

3

4

5

6

地块编号

德2018-12

德2018-14
（1）

德2018-14
（2）

德2018-15
（1）

德2018-15
（2）

德2018-15
（3）

土地
位置

让王路以南以北、
临睨路以东以西

姚湖路以东、望江路
以南、东田碑路以西、

窑东路以北

姚湖路以东、望江路
以南、东田碑路以西、

窑东路以北

凤滩路以北以南、南山
路以西、善卷路以东

凤滩路以北以南、南山
路以西、善卷路以东

凤滩路以北以南、南山
路以西、善卷路以东

土地
面积
(m2)

129018.9

23041

11321

19141.7

4410.8

11965.5

土地用途

批发零售
城镇住宅

批发零售
城镇住宅

批发零售
城镇住宅

批发零售
城镇住宅

批发零售
城镇住宅

批发零售
城镇住宅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2.0≤
FAR≤

2.6

2.0≤
FAR≤

3.0

1.8≤
FAR≤

2.1

3.0-3.2

2.0-2.8

2.0-2.5

建筑
密度
(%)

≤30

≤30

≤30

≤30

≤22

≤22

绿地率
(%)

≥25

≥25

≥25

≥25

≥25

≥25

出让年限（年）

批发零售40
年、城镇住宅

70年

批发零售40
年、城镇住宅

70年

批发零售40
年、城镇住宅

70年

批发零售40
年、城镇住宅

70年

批发零售40
年、城镇住宅

70年

批发零售40
年、城镇住宅

70年

起始价
（万元）

44512

8986

4415

2583

594

1620

加价幅度
（万元）

50或50的
整数倍

50或50的
整数倍

50或50的
整数倍

30或30的
整数倍

20或20的
整数倍

30或30的
整数倍

预付款
（含保证金）
（万元）

44612
(8903)

9086(1798)

4485(883)

2633(517)

200(119)

1660(324)

市 献 血 办
市红十字会
市中心血站

主
办

献血热线：7890119 献血屋电话：7767069

无偿献血 血浓情更浓扫描官方微信二维码

搜索：常德市中心血站

搜索：cdszx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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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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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德市鼎城区文体经营
协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
证书副本，有效期限：2017 年
6月2日至2022年6月1日，特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汉寿恒康大药房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722MA4L8NA62C），声
明作废。

汉寿恒康大药房
2018年5月17日

津市市燕子窝社区居民王文
华不慎遗失失业登记证书一本，
证号为 4307810015000384，声明
作废。

王基保遗失内河船舶吨位证
书一份，船名为：湘桃源货 0818，
船舶识别号为：CN19911758681，
证书编号为：201700002481，特声
明作废。

桃源县人民法院不慎遗失湖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号码：
1958749293，特声明作废。

桃源县人民法院不慎遗失湖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号码：
1958755685，特声明作废。

伍秋华遗失由湖南金钻置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销售不
动产统一发票一张，发票号码：
60126885，金额：251030 元，特声
明作废。

石门县红土坡液化气有限责
任公司不慎遗失财务印章和于孝
坤私人印章，开户银行：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门县东
方桥支行，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清算公告
常德九悦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注册号：430723000056007）股东
于 2017 年 5 月 11 日决议解散本公
司，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为保
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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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75628827
联系人：曾贤春

常德九悦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6日

解散清算公告
汉寿泰湘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

社全体成员于2018年5月17日决定
解散本合作社，并于同日成立合作社
清算组。为保护本合作社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合作社清算组
申报债权。清算组联系人：余独立，
清算组联系方式：18974276000。

2018年5月17日

石门智诚科技电脑城不慎遗失
行政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柳州市团祥物资有限公司安乡分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30721MA4L47MN2H）已经企业登记
机关准予注销，其营业执照正副本、企业
公章一并作废，特此公告。

2018年5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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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万元左右，诚迎广大客户
来万和购买。（限购3天）
旺铺热线：6890999 联系人：郑女士

注销公告
汉寿县北通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722MA4M2U8P2T）已经企业注
册登记机关准予注销，其营业执照正
副本、公章一并作废，特此公告。

汉寿县北通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7日

桃源县人民法院不慎遗失湖南省非
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号码：1679544316，
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公告
临澧湘材贸易有限公司

（ 信 用 代 码 ：
91430724090480713L），营业执
照副本已遗失，核准日期为
2017年8月15日，声明作废。

临澧湘材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5日

遗失公告
常德好阿姨家政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由常德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鼎城分局 2017 年 8
月2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703MA4LW3J4XC， 特
声明作废。

2018年5月16日

遗失公告
常德市欣锦保安器材销售

有限公司遗失由常德市鼎城区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3 月
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703MA4L3GQQ1Q， 特
声明作废。

2018年5月15日

2018 年 5 月 14
日，翟媛媛在屈原公
园西大门台阶上捡拾
男婴一名，该男婴身

体健康，出生日期2018年4月
27日（阳历）。用绿白格子的
毛毯包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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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因保管不慎遗失湖南省社
会保险基金收款收据原件，收
据 编 号 为 00211030 第
05275745 号，开据金额为 360
元，填报项目是2018年城乡居
民医保个人参保筹资款，现声
明该份收据作废。

遗失声明

常德金煜机械有限公司
遗失行政公章一枚，开户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
分行营业部，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