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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武县邝华军渔行不慎遗失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1025MA4L9LE177，特声明作废。
●资兴市三都镇碑记学校不慎遗失名称为

“资兴市碑记乡学校”的公章一枚，编
号：4310810001763，特声明作废。
●黄守洪不慎遗失郴州金碧置业有限公司
开具的票据 1 份，票号：Z60016726，恒
大华府32栋2203房房款金额：20000元，
特声明作废。
●郴州市蕾特恩美容院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431000600389793，特声明作
废。

●伍桂娥不慎遗失医师执业证书，执业证
书编码：110431002000115，特此声明。
●临武县水东镇人民政府不慎遗失湖南省
村民 （社区居民） 委员会收款收据 1 份，
票据号为：00085355，金额：5000元，特
声明作废。
●李玉忠不慎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310210017000716，特声明作废。
●向娜娜不慎遗失郴州乾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2018年10月2日开具的收据1份，
收据号：18758701，乾景月馨圆三期 27
栋 3203 房房款金额：193888 元，特声明
作废。
●李成雄不慎遗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军 人 保 障 卡 ， 卡 号 ：
816590180911703119，特此声明。

郴州市军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变更的公告

郴州市军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设

立于2011年12月14日，注册资本800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张军，发起人张军占

股62.5%，发起人张峰占股37.5%。

因经营需要，经股东会决议，原法

定代表人张军变更为刘民梁，股权变更

为：刘民梁占股99%，龙玲娇占股1%。

特此公告

郴州市军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30日

湖南邦源九和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受湖南国电金缘黄金有限公司
的委托，开展对湖南国电金缘黄金有限公司10万t/a含铜危废综合回收
与安全处置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根据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部令4号）文件精神，向公众进行信息发布。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GFmMiv3nFi-K0oKRqtH-
kQ 提取码：t532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桂阳工业园有色金属冶炼加工项目区周
边居民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GFm-
Miv3nFi-K0oKRqtHkQ 提取码：t532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谭工：15273582709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湖南国电金缘黄金有限公司10万t/a含铜危废
综合回收与安全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遗 失 启 事

湖南省福城创景环保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汝城绿中源农牧有限
公司的委托，开展对汝城绿中源农牧有限公司大坪猪场建设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根据国家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部令4号）文件精神，向公众进行信息发布。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 书 的 方 式 ： https://pan.baidu.com/s/1PbJ10OOu8tkd2dp-
wz55suw，提取码：9o67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汝城县大坪镇鲁谭新村及周边居民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51Q-

zT6Pwy3SkUiOuDd2Q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曾18711470204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汝城绿中源农牧有限公司大坪猪场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湖南省福城创景环保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汝城禾管塘生态种养
殖有限公司的委托，开展对汝城禾管塘生态种养殖场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现根据国家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4
号）文件精神，向公众进行信息发布。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
书 的 方 式 ： https://pan.baidu.com/s/12w0xKKW9zjkCHwQgzxre2w，
提取码：40yq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汝城县三江口瑶族镇明星村及周边居民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51Q-

zT6Pwy3SkUiOuDd2Q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曾18711470204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汝城禾管塘生态种养殖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细则》和《卫生部关
于医疗机构审批管理的若干规定》精
神，现对拟设置的段太业内科诊所予
以公示。

医疗机构名称：段太业内科诊所
医疗机构类别：诊所
医疗机构性质：营利性
所有制形式：私人
医疗机构服务对象：社会
法定代表人：段太业
注册资金：8万元
地址：郴州市北湖区涌泉小区22

栋31号门面

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内科
公示期间任何人和单位都可以向我

局以来信、来电、来访形式反映问题，
反映的问题必须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以个人名义反映的应署实名；以单位名
义反映的请加盖单位印章。公示期间为
5个工作日，以公布之日算起。

受理股室：北湖区卫生健康局医
政股电话：2337002；北湖区纪委驻
区卫计局纪检组电话：2167236；北
湖 区 卫 生 健 康 局 办 公 室 电 话 ：
2167125。

郴州市北湖区卫生健康局
2020年11月9日

北湖区卫生健康局拟设置医疗机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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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国务院办公
厅日前印发 《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
转变政府职能，针对直接面向企业和群
众、依申请办理的行政事项，全面推行
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
制，创新政府服务和管理的理念、方
式，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推进政
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建

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意见》要求，坚持问题导向、高效

便民、协同推进、风险可控的基本原
则，以行政机关清楚告知、企业和群众
诚信守诺为重点，推动形成标准公开、
规则公平、预期明确、各负其责、信用
监管的治理模式，从制度层面进一步解
决企业和群众办证多、办事难等问题。

《意见》 确定了全面推行告知承诺
制的主要任务。一是明确实行告知承
诺制的证明事项。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实行垂直管理的国务
院部门和实行以部门为主的双重领导
管理体制的系统要结合实际确定实行
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范围，国务院
其他部门要确定部门本级实行告知承

诺制的证明事项范围。二是明确实行
告 知 承 诺 制 的 涉 企 经 营 许 可 事 项 范
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
定事项，由国务院审改办会同有关部
门研究提出建议，报国务院批准。地
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设定事项，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自
治州审改办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建
议，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三是确定告
知承诺制的适用对象。申请人有较严重
的不良信用记录或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
等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
诺制。四是规范告知承诺制工作流程。
公布实行告知承诺制的事项目录，科学
编制工作规程。五是加强事中事后核
查。针对事项特点等分类确定核查办

法。六是加强信用监管。加强告知承诺
信用管理制度建设，依法加大失信惩戒
力度。七是强化风险防范措施。梳理工
作环节风险点，制定防控措施。

《意见》 强调，要切实加强对本地
区、本部门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工作的
领导，抓好组织实施。要组织开展告知
承诺制学习培训，加强业务交流，加强
对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的宣传。要加强
督促检查，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
动性，建立督察情况通报制度，建立健
全改革容错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抓
紧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司法部、国务院
审改办要分别加强对全面推行证明事项
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
协调。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记者 安蓓）国家发展
改革委 9 日启动为期两周的“凝思汇智 共谋新
局”——“十四五”规划 《纲要》 问计求策活动。
此举旨在进一步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切实把社会
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

“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的编制中。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

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第一个五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的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牵头编制

“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把规划《建议》变成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蓝图。

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开设“十四五”规划 《纲
要》问计求策平台，并在中国政府网和主要新闻媒体
门户网站增设专题链接，聚焦关系国计民生、社会关
注度高的领域，重点征求贯彻落实规划《建议》精神
的具体举措。有关意见建议汇总整理后将提供“十四
五”规划《纲要草案》编制工作参考。

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
“十四五”规划《纲要》问计求策活动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记者 王
琳琳）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9日向全国印发《进口
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案》。
方案要求，实现全流程闭环管控可追
溯，最大程度降低新冠病毒通过进口冷
链食品输入风险。在进口冷链食品首次
与我境内人员接触前实施预防性全面消
毒处理。

为有效防范新冠肺炎疫情通过进口
冷链食品输入风险，方案要求，在做好
进口冷链食品新冠病毒检测工作的基础
上，充分发挥消毒对新冠病毒的杀灭作
用，在确保进口冷链食品安全的同时，
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避免货物积压滞
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在口岸环节，方案要求，检测结果
为阳性的，按规定作退运或销毁处理。
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海关部门组织指导
督促查验场地经营者或进口企业，对进
口冷链食品的集装箱内壁、货物外包装
实施消毒。

在冷链运输和出入库环节，方案要
求，进口冷链食品运输过程中，承运企
业不得开箱，在国内运输段交通运输管
理部门要督促指导冷链物流企业严格查
验海关通关单证，落实运输车辆船舶等
装载运输装备消毒、一线工作人员个人
防护等措施。冷库接受进口冷链食品
时，应如实记录并核对集装箱号及铅封
号，做好货物的出入库记录，相关资料
和记录应至少留存2年。

在流通环节，方案要求，对从口岸
放行的进口冷链食品，在社会冷库或企
业冷库倒箱过车、入库存储前，相关生
产经营单位查验货物所附的消毒证明，
如未消毒，则在掏箱卸货时，对该批货
物的集装箱内壁、货物外包装实施消毒。

在市场环节，方案要求，加强进口
冷链食品是否消毒的相关证明查验工
作，防止未经过预防性全面消毒处理的
进口冷链食品进入市场。进一步完善追
溯管理，做到所有进入市场的进口冷链
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对进口冷链食品实现全流程闭环管控可追溯

新华社北京11月 9日电 （记者 熊
丰） 当前，网络购物已成为广大群众购
物消费的重要渠道，电商平台和社交媒
体上的“直播带货”“电商购物节”等各
种促销方式也逐渐为消费者接受认可。
但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
购实施侵权假冒犯罪行为，严重侵害消
费者和企业合法权益。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今年以来，全国公安
机关集中破获一批利用“直播带货”“网上店
铺”等渠道方式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刑事案件，

共1400余起，抓获一批违法犯罪嫌疑人。
“双11”来临之际，公安机关提醒广

大消费者，网上购物不要一味地贪图便
宜，要选择正规的网络交易平台和信誉
良好的卖家及供货方，一旦受到侵权假
冒商品侵害或发现相关犯罪线索，立即
向公安机关举报。

上海市公安机关破获“8·28”利用
“网红直播带货”销售假冒品牌箱包、服
装、首饰、手表案，抓获包括一名拥有
百万粉丝“网红”在内的40余名犯罪嫌

疑人，案值5000余万元。山东省公安机
关破获“5·08”制售假冒品牌手机案，
查扣假冒品牌手机 1000 余部，案值 2 亿
余元。广东省公安机关破获“飓风 183
号”制售假冒品牌手表案，打掉制假售
假窝点15个，查获假冒6个品牌14种型
号的手表成品1万余块，案值6亿余元。

公安机关侦查发现，不法分子往往
在网上打着知名品牌商品低价促销的幌
子吸引消费者眼球，再搭配“清库存”

“为粉丝谋福利”等营销话术引诱消费者

下单购买；有的还以“复刻”“限量”等
名目从事制假售假违法犯罪行为。

据了解，在“昆仑 2020”专项行动
中，全国公安机关已破获各类侵权假冒
刑事案件1.1万余起，涉及食品药品、服
装箱包、汽车配件、家用电器、儿童用
品、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等多个领域，
摧毁了一大批制假售假犯罪团伙。同
时，先后会同有关部门针对实体市场开
展执法行动3.1万余次，组织开展销毁侵
权假冒商品活动140余次。

“双11”要当心！警惕“直播带货”“网上店铺”等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记者 侯雪静） 记者9
日从国务院扶贫办了解到，截至10月31日，中西部
22个省份共认定136130个扶贫产品，涉及1836个县
和 39523 个供应商，已销售 2276.65 亿元，超额完成
2000亿元年度销售任务。

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绍，10 月份以来，
各地持续保持攻坚态势，加大工作落实力度，对“三
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持续摸排、查缺补漏、及时帮
扶，因灾新产生的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问题基本解
决。强化挂牌督战，加快扶贫项目实施进度。

数据显示，截至10月31日，52个挂牌督战贫困县
2020年已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299.56万人，是去年外
出务工人数的117.72%；25个省份已外出务工贫困劳
动力2973.01万人，是去年外出务工人数的108.93%。

国务院扶贫办：

超额完成2000亿元年度消费扶贫任务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9日电 （记者申铖 武思
宇）在2万亿元中央新增财政资金中，3000亿元已用
于支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1.7万亿元实行直达的财
政资金下达1.695万亿元，实际支出近1.2万亿元……
截至10月底的一组数据亮出直达资金的“直达”速
度。在4个多月里，万亿元级别中央财政资金直达基
层的规模和速度，刷新了中国财政史的纪录。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国实施应对疫情
影响的“非常之举”，推出了新增1万亿元财政赤字和
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的政策。面对社会急需，
为解燃眉之急，这2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首次实施特
殊转移支付机制，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为确保资金直达基层，各级财政部门齐心协力、
快马加鞭：中央财政定好“路线图”，省级财政当好

“过路财神”，市县基层全力开好“直通车”，借助财
政信息化建设的“助推器”，合力推动资金第一时间
抵达“最前线”。

一笔笔中央财政资金直达地方、直达基层、直达
民生。据了解，我国将积极探索更广范围的资金“直
达”，研究建立常态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

2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
直达基层刷新中国财政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