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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湖南今日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183792089M)

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公司 , 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到

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 297 号，联系人：

江慧；电话：13607486565，办理相关

债权事宜 , 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

公告。

湖南今日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2 月 7 日

创新 PK，湖南 83家省直单位使出 321招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罗雅洁 吴小

兵）扫一扫湖南省委党校“微学习”平台

二维码，就能拥有海量内容；省纪委把每

一个临时党支部都建设成为办案一线的

“坚强堡垒”；省检察院的“除虫护花”机

制在严守司法底线的前提下改进办案方

式方法，帮助企业更好地合规发展……2

月1日，湖南省直单位工作创新大赛颁奖

暨汇报展示会在长沙举行。本次活动由省

直机关工委、省委改革办、省总工会、团

省委、省妇联联合主办。省委副书记乌兰

出席，并为创新项目和优秀个人颁奖，省

领导谢建辉、吴桂英、张大方出席。

自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特别是省

十一届三次全会部署推进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以来，省直机关干部职工积极

响应省委号召，广泛开展创新创造，创新

成果亮点纷呈。省直单位工作创新大赛自

2017 年 7月开赛以来，省直和中央在长各

单位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共有 83 个厅

局级单位申报了四类创新项目共 321 个，

牵手迎新春，十八洞村举行苗家相亲会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罗哲明）相

约十八洞，牵手奔小康。2月4日，由共

青团湘西州委、花垣县委宣传部主办的

“第二届湘西十八洞村苗年大型相亲会”

在湘西十八洞村开启，150 余名单身青

年通过才艺展示等环节“比武招亲”。

此次相亲会吸引了近万名游客现场

观看，逾 50万名网友通过直播感受了独

特的苗族民俗婚礼。据悉，十八洞村原

是苗胞聚居的贫困村，2013 年全村人均

纯收 入仅 1668 元。2013 年 11 月 3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首次提出“精准扶

贫”理念，一夜之间，这个偏僻苗寨蜚

声全国，迎来了脱贫的春天。

“美好的感情生活是青年美好生活

的重要部分。”相亲大会开幕式上，共

青团湘西州委书记向汝莲表示，希望借

这次青年交友联谊活动，使青年朋友发

展友谊、收获爱情，使美丽的十八洞村

不仅成为湘西人民“富起来”的缩影，

更成为湘西青年“美起来”的见证。

跨国捐髓，“90 后”湘妹子
救治美国患者

今日女报 / 凤网讯（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
喜  通讯员 谭孝 董恩）2 月 6 日，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血液内科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里，“90 后”湘妹

子易善（化名）正在接受造血干细胞采集。一天后，

她的“生命种子”将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国马里兰州，

救治一名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这也是全国首例

在湘采集的涉外（美国）造血干细胞捐献。

今年 27 岁的易善是湖南长沙人，2011 年 9 月

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2017 年上半年，她的造血干细胞样本与一位美国

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配型成功。得知配型成功后，

易善欣然答应了捐赠，“我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初衷

就是为了救人，现在梦想成真，很开心”。

在采集完成、血样装箱后，易善委托外方工作

人员转达了对患者的问候和祝福。

湖南省造血干细胞管理中心主任张赞介绍，湖

南省历年累计加入中华骨髓库数据量已达13万多人，

累计捐献造血干细胞 480 多例，入库数据、累计捐

献位居全国第四，2017年完成捐献 58例，再创新高。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临床上治疗白血病、重症地

中海贫血等疾病的有效治疗手段，但目前中华骨髓

库入库数量还是远远满足不了血液病患者的需求。

为此，张赞呼吁，年龄在 18-45周岁、符合条件的

献血者都可以加入中华骨髓库（献血前填写造血干

细胞自愿捐献表，采血护士会多留取 2 管血液标本）。

当天，与易善同时进行非血缘造血干细胞采集

的还有来自郴州的志愿者李万（化名），他是一名

小学教师，采集的造血干细胞将送往北京去救治

国内的血液病患者。

湖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广宇，湖

南省血液中心 / 长沙血液中心党委书记刘艳、副主

任李忠等到病房探望了捐献志愿者。

2018 中国（华容）芥菜大会
将于 3 月举行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罗哲明）2

月2日，岳阳市华容县在长沙举行新闻

发布会，宣布 2018 中国 ( 华容 ) 芥菜

大会将于 3月17日至 19日在该县举行。

芥菜大会由湖南省农委、岳阳市、中国

农村杂志社共同主办，以“芥菜之约、

共享之旅”为主题，将围绕华容芥菜、

健康饮食开展厨艺比赛、学术高峰论坛、

企业推介等11项活动。“华容芥菜”是

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2017 年获评中国百强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据悉，华容芥菜不但为统

一、康师傅两家知名的方便面企业提供

了60% 的风味酸菜包，还畅销日本等东

南亚国家。

其中经济社会发展类 87 个、党建类 63

个、管理服务类 121个、其他类 50 个。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湖南省公

安厅《湖南公安警务大数据中心》等 8

个项目获得一等奖，中机国际工程设计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城市地下管网综

合 BIM 管理平台》等 8 个项目获得二等

奖，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新形

势下军地合作军民融合创新新机制探

索》等17 个项目获得三等奖。吴小毛

等11人被授予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郭

杨等17人被授予湖南省青年岗位能手，

潘一丹等16人被授予湖南省巾帼建功

标兵荣誉称号。

注销公告 
醴陵市浦口永春鞭炮厂经全体合

伙人决议注销。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30281000028553，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企业清算

组申报债权。联系人：黄永春，电话：

13874118059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智

力障碍人士及其家属都可以到我们这里

来接受免费就业创业培训。”2 月7日，

在长沙市清水塘社区举行的关爱残障人

士座谈会上，长沙市憨儿乐智障人士研

究发展中心理事长熊苹表示，旗下的憨

儿乐·茶物语餐厅不但长期提供免费

培训，还可以免费吃饭，相关人士及其

家属只要自行解决住宿问题即可。

憨儿乐项目监事徐蓉告诉记者，憨

儿乐·茶物语餐厅是一个为智障人士

融入社会、在社区实现支持性就业创业

而试点的公益项目，得到了宋庆龄基金

会，湖南省妇联、省残联及众多爱心企

业和人士的支持。

在徐蓉看来，智障人士只要能够被

接纳且获得适当的培训，他们一样能正

常生活。比如长沙市雨花区黎郡社区的

李小乐（化名），属于二级智障，但从

2015 年接受免费培训后，她先后学习了

蛋糕、奶茶制作技术，并在憨儿乐智障

研究发展中心的资金资助下，于 2016 年

与家人在社区开办小店，如今月收入达

到 5000 元。

熊苹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社区参与

进来，共同关爱智障人士及其家庭，助

力精准脱贫。

特殊“餐厅”
为智障人士送技能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罗
雅洁 通讯员 樊佩君）临近过年，

在湘潭湘乡市打工的肖庆（化名）

的心情就如坐过山车般忽上忽下：

本以为被拖欠的工资拿不回来了，

但在湘乡市公安局的介入下，他和

工友一共领到了近100万元工资。

这是湖南省公安机关 2017年打击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动的一

个缩影。

2 月 7 日，湖南省公安厅召

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显示，自

2017 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

办此类刑事案件 262 起，为劳动

者追回劳动报酬 1.6 亿多元。省

公安厅副厅长谭和平表示，全省

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如

果你或你身边有人遭遇恶意欠

薪，可拨打省公安厅值班举报电

话 0731-84738200，进行举报和

投诉。

2017 年，湖南公安
为劳动者追薪 1.6 亿余元 
遭遇恶意欠薪，可电话举报投诉

送“福”到医院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诗韵 实习生 李楚姿）“喜气临门红

色妍，家家户户贴春联。”2月7日，湖南省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胡紫桂一行 8 位书法家来到湖南省儿童医院，为住院患儿送祝福。

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鄢福初表示，这是省书法家协会和省儿童医院共

同组织的爱心公益活动，希望这份新春祝愿能为“白衣天使”送去

幸福和快乐，能为患病儿童带来平安和健康。

获得湖南省巾帼建功标兵的 8位代表上台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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