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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兹有湖南正源水利水电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曾于2016年2月2日与吴砥签定一份

“场地无偿使用证明”，无偿借用吴砥坐落在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濠头上陂头路13号1幢6

卡的一处房产作为经营湖南正源水利水电

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的商业用途，

使用期从2016年2月28日到2021年2月

28止。现声明该证明作废。

湖南正源水利水电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2018年09月10日

声 明 书
本人梁福荣、梁耀文位于中山市民众镇

浪网管理区十灵8社的房地产权属证书［土

地证号：138745\0705745号，土地面积：

319.39平方米］因不慎遗失，现声明废止上

述房地产权属证书使用效力。

声明人：梁福荣、梁耀文

声 明
陈淑贤、刘艺凡是位于中山市石岐区南

下麻洲街124号（底层1卡）的房屋产权人，

于2018年03月05日与黎金标签订了房屋

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中山市石岐

区麻洲标记客家宫廷蒸鸡食店（经营者姓

名 ：黎 金 标），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2000MA51EWYH6E的经营场所。

现声明解除与黎金标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收回该房产的使用权。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淑贤、刘艺凡■黄满根遗失粤T43732车的道路运输证，
证件号码：中002713721，特此声明。
■吴瑞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
（税务收现专用）的第五联，号码为（151）粤
地现02821591，特此声明。
■中山市三乡镇组织人事办公室遗失中国农
业银行中山三乡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030013234002，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东凤镇圣澳玻璃门市经营部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030013393902，
现声明作废。

■姚青中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件号
码：002138594，特此声明。
■中山市高瑞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遗失深圳
市三联汽车维修中心有限公司开具的深圳增
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1份，开票时间：2016
年09月14日，发票代码：4403161130，发票
号码：08933457，发票金额：4717.95元，发票
税额：802.05元，特此声明。
■中山市南头镇鸿杰五金加工厂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030026564101，特此
声明。

■卢镇权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证号：
ZZ00353378，特此声明。
■中山市乐有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遗失二
手 房 买 卖 及 居 间 服 务 合 同 ，编 号 ：
50301049587，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小榄镇柏利印刷厂遗失广东省污染
物 排 放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4420002011001814，特此声明。
■中山市石岐区蜜悦牛餐馆遗失食品药品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420020155914，现声明作废。

■民森(中山)纺织印染有限公司遗失与甲
方：中山市房地产交易登记管理所，乙方：恒
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签定的商品
房预售款监管协议书一份，特此声明。
■中山市阿里大师化工实业有限公司遗失粤
TXA719车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件号
码：中442000100302，特此声明。
■中山市沙溪镇象角名龟专业合作社遗失国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号码：442000315035849，现声明作废。
■黄满根遗失粤T43732车的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证件号码：中442000110190，特此
声明。
■中山市民众镇裔杰饮食店遗失食品药品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420190322345，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保安服务公司遗失广东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三 联）两 份 ，代 码 ：
4400174130、 4400171130， 号 码 ：
08864639、23285467；遗失广东增值税普通
发票（两联）壹份，代码：4400171320，号码：
58357575，以上三份发票均缴纳税款，并盖
发票章，特此声明。

名称：中山市花园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ULE5Q9A

住所：中山市五桂山龙石村大山脚工业区173号

法定代表人：文忠贵

核准日期：2016年01月08日

成立日期：2016年01月08日

正本编号：000271963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公司清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
债权。
公司名称：中山市凯星房地产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91215445B
住所：中山市三乡镇雍陌东堡基塘首层
法定代表人：夏小民 清算组负责人：陈贤
清算组成员：袁志根；陈贤
联系人：夏小民 电话：0760-86361286

公 司 清 算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司清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债权。
公司名称：中山市创奇广告有限公司
注册号：442000001007414
住所：中山市西区富华道383号柏景台1幢20A
房之二
法定代表人：朱念
清算组负责人：朱念
清算组成员：梁昌繁；黄锦远；陈文智；朱念
联系人：朱念 电话：13549823804

公 司 清 算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司清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债权。

公司名称：中山全民新能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WU07F4G

住所：中山市石岐区博爱三路24号首层4卡

法定代表人：曹翀 清算组负责人：曹翀

清算组成员：曹翀

联系人：刘瑛 电话：18802599203

公 司 清 算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司清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债权。
公司名称：中山市正康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0766573409
住所：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中33号第一栋第
一层
法定代表人：陈铨标
清算组负责人：陈铨标
清算组成员：张钜标；陈铨标
联系人：陈铨标 电话：13802669485

公 司 清 算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司清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债权。

公司名称：中山市花园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ULE5Q9A

住所：中山市五桂山龙石村大山脚工业区173号

法定代表人：文忠贵 清算组负责人：陈妹

清算组成员：文忠贵；史勇能；陈康文；陈妹

联系人：文忠贵 电话：15975930318

公 司 清 算

工商企业公告
直接办理：中山日报大楼一楼大堂
电 话：88238331 88329127

刊登时间：周一至周五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14：00-17：00

遗失营业执照公告
以下企业的营业执照遗失，现声明原营业执照作废。

公 司 清 算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

清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其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债权。
公司名称：中山市力拓工业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1DJBK3E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江陵西路1号远航大厦
706号
法定代表人：王洪 清算组负责人：罗谨彪
清算组成员：王洪；罗谨彪
联系人：王洪 电话：13322906697

【刊登广告请致电】

周一至周五刊登周一至周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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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击，
铲除黑恶势力！

》》》上接1版

■新时代新要求，如何使
教育让人民满意？

入秋时节，三秦大地艳阳高照，
暖意融融。陕西延安杨家岭福州希
望小学一间教室的图书角，学生们
的读书笔记整齐地摆放着，仿佛还
在等待着习近平总书记的阅览。

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这里。满怀深情的话语，曾让
在场师生振奋不已：“革命老区、贫
困地区要脱贫致富，从根儿上还是
要把教育抓好，不能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国家的资金会向教育倾斜、
向基础教育倾斜、向革命老区基础
教育倾斜。”

这所与杨家岭革命旧址紧紧相
邻的小学，早在 20多年前就被习近
平同志记挂在心。

1995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
习近平同志发起“千家企业建千校”
爱心活动，杨家岭小学获助重建。当
年 3月，习近平同志给学校校长写
来一封信。信中说：“有机会通过捐
建希望小学与你们建立联系，很高
兴。帮助老区、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
业，解决学生入学困难问题，是实现
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新
时期扶贫工作的一项富有意义的内
容。”

从6间平房当教室、8孔土窑洞
作教师办公室兼宿舍到盖起 4层教
学楼、拥有很多现代化的教学设备，
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历经变迁，已
和城里的学校无甚差别。

“让每个孩子上得起学、上好
学，正在从梦想变现实。”在这里工
作了 30年的校党支部书记霍晓林
激动地说。他身后的学术报告厅内，
孩子们正聚精会神，聆听千里之外
的福州市鼓楼区第二中心小学教师
远程授课。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
比例连年保持在4%以上。由此支撑
起来的一组组数据，映射着教育公
平的阳光洒向神州大地的印记。

——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
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全国已
有 29.1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含教学
点）基本办学条件达到“20条底线”
要求，占义务教育学校总数的94%。

——累计资助各教育阶段学生
4.25亿人次，为 3700多万贫困地区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改善营养膳食。
——实施农村和贫困地区专项

计划，累计录取学生 37万人，形成
了保障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
高校的长效机制。

——实施城乡统一“两免一补”
标准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
随学生流动可携带，“钱随人走”惠
及近1300万农民工随迁子女。

——30个省（区、市）开始解决
随迁子女就地高考问题，共有 40多
万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当地参
加高考。

今日之中国，兴办着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教育。举世瞩目的历史性
成就历史性飞跃背后，挑战和问题
依然紧迫棘手：一边是城市名校挤
破门槛，一边是乡村教育捉襟见肘；
一边是学生对“分数”的苦苦追求，
一边是社会对于“能力”的迫切需要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深入调研、深刻思考：

全面小康发起最后冲刺，反贫
困决战如何阻断教育资源匮乏的代
际传递？

经济增长动能亟待转换，教育
的结构性调整该如何乘势而为？

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不平
衡不充分的教育发展如何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全面深化改革！运用 40年前扭
转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教
育发出了攻坚克难的冲锋号令，向
着“更好更公平”发力迈进——

针对边远贫困地区缺师少教的
短板，出台《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
意见》，加大对乡村特别是老少边穷
等地区义务教育扶持力度。

针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更加
凸显的“入园难”，国务院连续推出
3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扩
总量、调结构、建机制、提质量。中央
财政投入专项资金 1000多亿元，支
持中西部农村地区改扩建幼儿园，
扶持普惠性民办园。

针对县域义务教育资源分配不
均的现状，截至 2017年底，全国已
有 2379个县通过国家县域义务教
育基本均衡评估认定，占县级行政
单位总数的比例已接近82%。

针对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的
难题，2017年，全国义务教育“大班
额”“超大班额”比例比上一年度分
别下降了18.3%、39.6%，下降幅度为
近10年来最大。

针对中小学择校热、减负难的
痼疾，全国 19个城市打响规范义务
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大会战”。
2014至2017年，24个重点监测城市
小学免试就近入学比例稳定在97%
以上，初中免试就近入学比例稳定
在95%以上。

针对“重智轻体”“唯分数论”的
观念，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稳步
推开，“一考定终身”的模式逐渐改
变，学生们的课余时间日渐“松绑”，
个性与特长更加自由生长……

贵州省机械工业学校教师李明
杨难忘，3年前，还是学生的他正在
进行数控机床实训，习近平总书记
观摩他们操作，询问他们学习感受，
勉励同学们立志追求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技高一筹的境界，学到真本
领，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人生。

2014年 6月，全国职业教育工
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
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提出了对职业教育“努力培养数以
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
才”的殷切期待。

同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
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搭建多样
化选择、多路径成才的“立交桥”；省
部共建 12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
验区，组建 56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建成约 1300个职教集
团，开展产教对话会 90多场次，遴
选两批现代学徒试点单位共 364
个；发布 766个新修订的高职专业
目录、230 个中职专业教学标准、
410个高职教学标准、70个职业学
校专业（类）顶岗实习标准和9个专

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实施现代职
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职业教育产
教融合工程，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近
700亿元，打造一批骨干学校、专业
和师资，职业院校办学活力和发展
能力持续增强……

当人才成长遭遇“天花板”，中
国教育正在突破体制机制束缚，营
造“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
力”的社会环境，为每个人提供人生
出彩的机会，为国家和民族蓄积走
向未来的力量。

“综合国力的腾飞、民族品牌的
打造，不仅需要高端科学家，更需要
高素质工匠。”李明杨说，“我们要抓
住时代赋予的机遇，努力为祖国锻
造良才、铸造精品。”

■新时代新召唤，中国教
育应该肩负怎样的时代使命？

“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
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

新学年伊始，中国科技大学的
校园，回响着这首激扬的校歌。

2016年 4月 26日，薛伟成和同
学们一起为前来考察的习近平总书
记齐声高唱校歌。

“建设制造业强国、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教育是基础。”在
学校图书馆自习室，学生们围在总
书记身边，聆听着他语重心长的教
诲。

“总书记勉励大家，年青人在学
校要心无旁骛，学成文武艺，报效祖
国和人民，报效中华民族。大家越听
越振奋，决定以歌明志。”薛伟成说。

记忆中唱得最嘹亮的一次校
歌，已成为烙印在青年科研工作者
心中的座右铭。而今，薛伟成已成为
中国科大青创中心执行主任，辅导
了 73个项目，促成多个科技成果的
转化落地。

“总书记曾说，发展是第一要
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
力。”薛伟成说，我们就是要把所学
和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紧密结合，这
才是“学成文武艺”的价值所在。

重视教育就是重视未来，赢得
教育才能赢得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
一个有着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发展
中国家，正在推进教育创新发展。

2800多所高校走出了过去贪
大求全、盲目升格的同质化发展老
路，确定了定位差异化、特色更明
显的发展新路；国家支援中西部地
区招生协作计划共安排 90 余万
人，相当于为中西部地区增建了近
百所万人大学；系列卓越人才教育
培养计划统筹实施，工程、医学、农
林、法学等领域人才培养机制分类
推出，覆盖 600 余所高校、数十万
学生……高等教育开启了一场前
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加快培养党和
国家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
尖创新人才。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
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经历
了历史上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各
国纷纷调整发展战略，更加注重科
技进步和创新驱动。”环顾新一轮蓄
势待发的科技和产业革命，习近平
总书记寄望全国教师，“源源不断的
人才资源是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的重要潜在力量和后发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曾重返母校，深情问候北京市八
一学校的恩师；走进课堂，与“国培
计划（2014）”北师大贵州研修班的
参训教师亲切交流；亲笔回信支教
毕业生，勉励青年人到基层和人民
中去建功立业……

兴国必先强师。今天的学生就
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
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

从“‘四有’好老师”到“引路
人”，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群体的角
色定位和使命担当不断提出新的更
高要求，为教师队伍的建设及我国
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为了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中
央财政累计投入经费 95亿元，支持

实施“国培计划”，共培训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校长、职业院校教师、高
校青年教师等逾千万人次。

为了扭转“请不来、留不下、待
不住”的状况，“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年）”提出提高乡村教
师生活待遇，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
标准，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
倾斜。

为了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
的职业，国家全面推行中小学教师
职称制度改革，设置正高级职称，打
破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天花板”，一
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
师队伍正在形成。

2013年以来，中央财政核拨乡
村教师奖补资金已达 112亿元，惠
及 130多万人。全国 28万名农村特
岗教师活跃在中西部 22个省（区）
1000 多个县 30000 多所农村学校
（村小、教学点）。有 28个省份通过
在学免费、学费补偿和国家贷款代
偿等方式，每年吸引4.1万名高校毕
业生直接到农村中小学任教。

今年初，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份
以党中央名义出台的教师队伍建设
文件正式出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充分认识教
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全面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和根本性民生工程切实抓紧抓
好。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身体力行
诠释尊师重教的国家战略，我们更
应炼就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
队伍，为我国建成人力资源强国、科
技创新强国输送英才，为到本世纪
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
力量。”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说。

时空穿梭，今昔对比，教育带给
中国历史性巨变。

从新中国成立时的 10个人中
有 8个是文盲，到新增劳动力平均
受教育年限超过 13.3年，相当于大
学一年级水平；从改革开放之初基
本普及小学教育，到如今全世界平
均每 5个在校大学生就至少有 1个
在中国高校学习……

当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
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世纪崛起，“教
育兴则国家兴”已经成为时代强音，

“学有所教、人人出彩”的神州画卷
正在徐徐展开。

据新华社

立心铸魂兴伟业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8245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0、5、1
“排列五”中奖号码：0、5、1、0、6
兑奖时间从2018年9月9日起至2018年11月8日止。

“七星彩”第18105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5、5、3、2、9、1、1
兑奖时间从2018年9月9日起至2018年11月8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9月9日

公告
现面向全市征召体育彩票投注站，具体条件请致电

市体彩中心，电话：88880535，吴先生
中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