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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广告 晋商理财优先选 期限灵活 五台檀香信用卡 立享实惠

▲ 忻州市中医医院不慎将发票丢失，发票代码：
014001900104，号码：58477042，声明作废。

▲ 代县帝龙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不慎将“开户许可
证”丢失，核准号：J1715000254705，声明作废。

▲ 忻府区秀容办事处东街村村民委员会不慎将“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正 本 ”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4140902563555536J，声明作废。

▲ 忻府区秀容办事处东街村村民委员会不慎将“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副 本 ”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4140902563555536J，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根据中共忻州市忻府区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忻州市
忻府区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忻府办发
【2021】34号）文件精神，忻州市忻府区国营苗圃整合到忻
州市忻府区秀容国有林场（忻州市忻府区禹王洞国家森林
公园服务中心、忻州市忻府区滹沱河湿地公园服务中心）。
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忻
州市忻府区国营苗圃拟申请注销登记。

忻州市忻府区秀容国有林场承接忻州市忻府区国营苗
圃全部资产和所有债权债务，并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13037008214

忻州市忻府区秀容国有林场
2021年12月27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中共五台县委办公室 五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五台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五
办发［2021］7号），五台县农业机械服务站已并入五台县农
业产业发展中心。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
实施细则规定，拟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五台县农业农村局同意，五台县农业产业
发展中心承接五台县农业机械服务站全部资产和债权债
务，并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剑峰
电话：13835081349

五台县农业机械服务站
2021年12月28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忻州市财经研究会决议，拟申请注销本
研究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140900561326465P，
请相关债权、债务单位和个人自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忻州市财经研究会
2021年12月28日

注 销 公 告

小区名称

教育小区

大众市场小区

大众南小区

温欣嘉园小区

和乐小区

宗地位置

黄河大街南、奥达电力公司住宅楼南

黄河大街中段南侧

黄河大街南（原大众市场南）

黄河大街南（原大众市场南）

黄河大街南、青年路西

向阳街南、唐坪西巷东

面积
（公顷）

1.97827

0.96873

0.1610

0.3546

0.3150

0.16595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

商住用地

商住用地

商住用地

商住用地

商住用地

补缴金额
（万元）

113.75

36.81

16.82

17.24

32.6

36.24

补缴出让金单位（或自然人）

河曲县教育局戴贵宽等264户

河曲县北元中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曲县宏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曲县宏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王登攀

河曲县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备
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山西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加快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房屋交易和不动产登记
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晋自然资发〔2020〕3号）《山西省自
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历史
遗留问题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晋自然资发〔2020〕4
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我局关于大众市场等5个小区
改变用途和超容积率补缴土地出让金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见下表）
二、公示期：2021年12月28日至2022年1月12日

三、在公示时限内，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对本公示所列
内容有异议的，请以书面方式提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河曲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地址：河曲县黄河东大街065号
邮政编码：036599
联系人：王海霞 联系电话：13994066613

河曲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12月28日

河曲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大众市场等5个小区改变用途和超容积率补缴土地出让金公示
20211228

根据《中共五台县委办公室 五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五台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五
办发［2021］7号），五台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已并入五
台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五台县农业农村局同意，五台县农业产业
发展中心承接五台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全部资产和债
权债务，并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剑峰
电话：13835081349

五台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
2021年12月28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中共五台县委办公室 五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五台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五
办发［2021］7号），五台县农业种子工作站已并入五台县农
业产业发展中心。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
实施细则规定，拟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五台县农业农村局同意，五台县农业产业
发展中心承接五台县农业种子工作站全部资产和债权债
务，并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剑峰
电话：13835081349

五台县农业种子工作站
2021年12月28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中共五台县委办公室 五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五台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五
办发［2021］7号），五台县农业科学试验站已并入五台县农
业产业发展中心。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
实施细则规定，拟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五台县农业农村局同意，五台县农业产业
发展中心承接五台县农业科学试验站全部资产和债权债
务，并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剑峰
电话：13835081349

五台县农业科学试验站
2021年12月28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中共五台县委办公室 五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五台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五
办发［2021］7号），五台县农作物原种服务中心已并入五台
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五台县农业农村局同意，五台县农业产业
发展中心承接五台县农作物原种服务中心全部资产和债权
债务，并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剑峰
电话：13835081349

五台县农作物原种服务中心
2021年12月28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中共五台县委办公室 五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五台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五
办发［2021］7号），五台县农业机械装备站已并入五台县农
业产业发展中心。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
实施细则规定，拟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五台县农业农村局同意，五台县农业产业
发展中心承接五台县农业机械装备站全部资产和债权债
务，并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剑峰
电话：13835081349

五台县农业机械装备站
2021年12月28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中共五台县委办公室 五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五台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五
办发［2021］7号），五台县农业机械化指导站已并入五台县
农业产业发展中心。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
其实施细则规定，拟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五台县农业农村局同意，五台县农业产业
发展中心承接五台县农业机械化指导站全部资产和债权债
务，并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剑峰
电话：13835081349

五台县农业机械化指导站
2021年12月28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中共五台县委办公室 五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五台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五
办发［2021］7号），五台县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已并入五
台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五台县农业农村局同意，五台县农业产业
发展中心承接五台县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全部资产和债
权债务，并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剑峰
电话：13835081349

五台县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2021年12月28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中共五台县委办公室 五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五台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五
办发［2021］7号），五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学校已并入五
台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五台县农业农村局同意，五台县农业产业
发展中心承接五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全部资产和债权债
务，并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剑峰
电话：13835081349

五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21年12月28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中共五台县委办公室 五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五台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五
办发［2021］7号），五台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已并入五台县
农业产业发展中心。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
其实施细则规定，拟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五台县农业农村局同意，五台县农业产业
发展中心承接五台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全部资产和债权债
务，并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剑峰
电话：13835081349

五台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2021年12月28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中共五台县委办公室 五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五台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五
办发［2021］7号），五台县农机服务中心已并入五台县农业
产业发展中心。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
施细则规定，拟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五台县农业农村局同意，五台县农业产业
发展中心承接五台县农机服务中心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
并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剑峰
电话：13835081349

五台县农机服务中心
2021年12月28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中共五台县委办公室 五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五台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五
办发［2021］7号），五台县马铃薯种薯繁育中心已并入五台
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五台县农业农村局同意，五台县农业产业
发展中心承接五台县马铃薯种薯繁育中心全部资产和债权
债务，并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剑峰
电话：13835081349

五台县马铃薯种薯繁育中心
2021年12月28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中共五台县委办公室 五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五台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五
办发［2021］7号），五台县农业环境监测站已并入五台县农
业产业发展中心。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
实施细则规定，拟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五台县农业农村局同意，五台县农业产业
发展中心承接五台县农业环境监测站全部资产和债权债
务，并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剑峰
电话：13835081349

五台县农业环境监测站
2021年12月28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25 日至 26 日
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

“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应对
各种风险挑战，必须着眼国家战略需
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
作，措施要硬，执行力要强，确保稳产
保供，确保农业农村稳定发展。

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
作，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
到米袋子、菜篮子、油罐子，对保持平稳
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
极为重要，关键是抓落实、抓落地。

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
作，首先要稳住粮食产量和重要农产

品供应，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底线。要确保2022年粮食产量稳定
在1.3万亿斤以上，确保肉蛋菜等农副
产品供给安全。要进一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稳住产量同时稳
步提高质量，在确保“吃得饱”基础上，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吃得好”需求。

稳住粮食产量和重要农产品供
应，必须稳住耕地面积。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强调，落实好耕地保护建设硬
措施，严格耕地保护责任，加强耕地用
途管制，建设1亿亩高标准农田。自然
资源部刚刚公开通报全国100起涉刑
土地违法案件，目的就是释放乱占耕
地可入刑、行政司法“行刑衔接”强烈
信号。在稳住耕地面积基础上，还要
稳步提高耕地质量，保质保量完成高
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
作，必须稳住农民的预期。最近一个时
期，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厉害，要做好预
测预案，千方百计保障农资供应和价格
稳定。目前秋粮收购工作正在进行，要
做好政策托底收购工作，稳定农民种粮
预期，充分调动农民加强田间管理积极
性，为明年春耕工作下好先手棋。

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
作，必须稳住加强“三农”工作的各项
政策。要在巩固脱贫攻坚伟大成果同
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大力发展县域富
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建设，推动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
现代化迈出新步伐，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必须牢牢稳住农业基本盘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中共中
央纪委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紧盯节日期间易发问题，做好
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营
造风清气正节日氛围。

通知说，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元旦
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
进完善发展作用，督促各级党组织及其

“一把手”落实主体责任，把中办、国办
《通知》部署的各项任务，特别是有关正
风肃纪的要求摆上重要日程，以“节点”
为“考点”，扛起抓作风抓纪律的政治责
任，聚焦“关键少数”，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
同时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紧盯中办、国办《通知》关于做好疫情防
控、关爱困难群众、市场保供稳价、丰富文
化生活、群众平安出行、抓好安全生产、维
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以
及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开展监
督，坚决纠治思想懈怠、责任不落实和推
进工作走形式、“一刀切”等问题，确保党
中央政令畅通、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通知指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
中办、国办《通知》所列节日期间易发的违
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使用公
车、公款旅游、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福利
等问题，紧盯享乐奢靡及各类隐形变异行

为，紧盯岁末年初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紧盯借节日之机搞拉票贿
选、说情打招呼、破坏选举等违纪违法行
为，发现问题严查快处、及时通报。

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着
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重点围绕
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灾害监测预警、应
急处置、民生保障、政务服务等方面，发
现和纠治不作为、乱作为等漠视侵害群
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

通知公布了监督举报方式： 举报
电话为 12388；举报网站为 www.12388.
gov.cn。对“四风”问题，也可使用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手机客户端和微信公
众号举报。

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
中纪委印发通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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