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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慎遗失购买白酒发票一张，票号：NO05172976，金
额：叁仟捌佰柒拾陆元整（3876.00），特声明作废。

平塘县环境保护局
2017年6月21日

不 慎 遗 失 瓮 安 县 中 医 院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编 号 ：
P520741230，新生儿：范梓航，父亲：范山虎，母亲：刘莎，特
声明作废。

范山虎 刘莎
2017年6月21日

我公司不慎遗失公章和印鉴章各一枚，公章名称：“都
匀 市 扶 贫 开 发 建 设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归 兰 乡 分 公 司

5227012017000022”，印鉴章名称：“王旭印”，特此声明。
都匀市扶贫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归兰乡分公司

2017年6月21日

不 慎 遗 失 个 体 工 商 户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522701600300094，特声明作废。

都匀市意行餐馆
2017年6月21日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22720600002757，特

声明作废。
都匀经济开发区普龙便利点

2017年6月21日

不慎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号：5227010011011580，
特声明作废。

吴兴春
2017年6月21日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22701600152936，特
声明作废。

柏珍慧
2017年6月21日

遗失启事

贵州省都匀市金榕啤酒有限公司将位于都匀开发区谢
官冲（原内衣厂），土地证号为：匀开国用（2016）第52号；地
号为：k-5-521；面积为33504.34平方米的土地向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匀市分行贷款抵押，自公告之日起15
日内对上述抵押担保行为有异议的，请到都匀市不动产登
记事务中心进行申诉。

都匀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2017年6月21日

土地抵押公告

我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01MA6DN⁃
WN683）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
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前来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贵州云上汇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1日

注销公告

罗甸县边阳镇伊网吧（注册号：522728000095854）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前来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罗甸县边阳镇伊网吧

2017年6月21日

注销公告

开发企业：龙里县锦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贵州省龙里县关山街道西关坡
开发企业资质： 叁级
资质证书编号：黔房开字：G0103
项目坐落：贵州省龙里县关山街道西关坡
项目名称：龙里县锦绣龙山花园39-40栋
土地使用证号：黔（2016）龙里县不动产第0000162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号：黔城规字第2008-40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建字第520000201615962号
施工许可证号：5227301611290123-SX-002
龙里县锦绣龙山花园 39-40 栋项目，建筑面积总计

32842.96平方米，预售面积总计 23716.74平方米，其中住宅
预售面积 22528.64平方米，共计 184套；其中商业预售面积
1188.1平方米，共计80套。

经审查，以上项目符合《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规定，准
予预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为龙商房预字第201706-02
号。

特此公告

龙里县房地产管理局
2017年6月19日

龙里县房地产管理局公告
（龙商预告字第201706-02）

开发企业：龙里县锦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贵州省龙里县关山街道西关坡
开发企业资质：叁级
资质证书编号：黔南开字：G0103
项目坐落：贵州省龙里县关山街道西关坡
项目名称：龙里县锦绣龙山花园41-43栋
土地使用证号：黔（2016）龙里县不动产第0000162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号：黔城规字第2008-40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建字第520000201615969号
施工许可证号：5227301612300114-SX-002
龙里县锦绣龙山花园 41-43 栋项目，建筑面积总计

45316.78平方米，预售面积总计 38548.97平方米，其中住宅
预售面积 37694.62平方米，共计 300套；其中商业预售面积
854.35平方米，共计63套。

经审查，以上项目符合《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规定，准
予预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为龙商房预字第201706-03
号。

特此公告

龙里县房地产管理局
2017年6月19日

龙里县房地产管理局公告
（龙商预告字第201706-03）

开发企业：龙里县锦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贵州省龙里县关山街道西关坡
开发企业资质： 叁级 资质证书编号：黔房开字：

G0103
项目坐落：贵州省龙里县关山街道西关坡
项目名称：龙里县锦绣龙山花园36-38栋
土地使用证号：黔（2016）龙里县不动产第0000162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号：黔城规字第2008-40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建字第520000201615961号
施工许可证号：5227301611290122-SX-002
龙里县锦绣龙山花园 36-38 栋项目，建筑面积总计

46742.58平方米，预售面积总计 39557.92平方米，其中住
宅预售面积 35099.43平方米，共计 288套；其中商业预售
面积4411.37平方米，共计105套。

经审查，以上项目符合《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规定，准
予预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为龙商房预字第201706-04
号。

特此公告

龙里县房地产管理局
2017年6月19日

龙里县房地产管理局公告
（龙商预告字第201706-04）

现有我行客户都匀市国土资源局，在我行开立的存款
账户，户名：都匀市国土局，账号分别为：133005254913（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Z7150000038002）、132005254921（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Z7150000037902）、133005254924（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Z7150000038102）、132005254932（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Z7150000038202），现已遗失，请予以办理登报手续为
感！

特此证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匀市剑江支行

2017年06月21日

证 明

本报讯 今年 6月 18日是首个“贵州生态日”，贵定县检察
院借此契机，联合县林业局、环保局、水务局等行政执法单位到
贵定县昌明镇开展一系列生态普法宣传活动。

此次宣传活动围绕山青、天蓝、水清、地洁四条生态底线。
旨在教育引导群众发展绿色经济意识，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走出一条速度快、质量高、百姓富、生态美的绿色
发展新路；增强群众打造绿色家园意识，开展系列创建活动，建
设绿色家园与山水园相得益彰的山水城市、绿色小镇、美丽乡
村、和谐社区。

活动中，干警们向群众发放《贵定检察公益诉讼宣传手
册》、环境保护资料、森林防火、防洪，环境资源保护申请监督相
关规定、举报指南等与群众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知
识，并在现场对前来进行法律咨询的群众答疑解惑。

此次活动发放宣传手册 3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20 余人
次，宣传活动得到群众一致好评。 ( 赵叶 )

贵定县检察院开展“贵州生态日”普法活动

本报讯 近年来，贵定县沿山镇以“三次产业融合和农
业接二连三”为引领，推动村村开发产业、户户参与发展,
带动沿山经济发展提质增速，助推贫困户脱贫致富。

提好菜篮子，群众笑起来。沿山镇通过政府指导、能人
带动、大户示范、土地流转，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

“大手拉小手”的方式，大力发展蔬菜产业，不断激发内生
动力，积极与校企合作构建蔬菜供应平台，增强抗风险能
力，拓展销售渠道，发展蔬菜种植生产近 2000亩，不断延
伸蔬菜产业链，生产油菜籽压榨菜籽油，打造素有“东方橄
榄油”之美誉的食用油，实现“黔货出山”，年产值达到
1800余万元，助推153户525人贫困户脱贫增收。

装好米袋子，产业撑起来。利用摆龙河得天独厚的生态
优势，不断发展壮大红米产业，运用市场机制发展农企双赢
的优质红米基地，按照 “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
的种植生产模式，通过群众以土地入股、管理入股等大众参
与的方式盘活闲置资源，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模式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户集中连
片种植优质特色红米，开辟群众“致富”新路子。种植红米

近 600亩，实现红米年产值 220万元，带动 56户 147人发展
特色红米产业脱贫致富。

泡好茶杯子，钱袋鼓起来。以茶叶专业合作社为纽带，
带动群众发展茶叶种植，实现茶农增收、茶企增效、产业发
展、贫困户脱贫的多赢局面。坚持“边引导、边发展、边规
范”原则，培育鼓励茶叶产业化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把贫困户全部吸纳其中参与产业发展，充
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上连政府部门，下连茶农、企业，外连
市场、信息，内连产品的有机载体作用，着力提高农民的市
场主体地位，提高茶叶生产的标准化程度，提高茶叶生产加
工的专业化水平，建立覆盖农村的电商网络平台，提高茶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保障茶农的利益，有效
化解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矛盾，促进镇域
经济发展。发展种植茶叶近2000亩，带动140户365人贫困
户脱贫。

端好果盘子，生态好起来。按照“规模适度、经营集
约”的要求，因地制宜、科学发展建设一批高标准、高质量
刺梨、精品水果等符合产业发展要求的产业扶贫基地，积极

推行龙头带动、产业联动、就业拉动等发展模式，着力推进
“企业+基地+贫困村+贫困户”发展模式，以产供销一体为
出发点，以精深加工为导向，突出抓好刺梨产业到村到户，
积极带动贫困村、贫困户发展刺梨种植，以利益联结机制为
主导推动贫困户以土地、资金等入股刺梨产业经营企业，为
贫困户制定教育培训扶贫计划，以农民夜校、专题培训班等
形式，加大刺梨种植、加工及营销技能培训力度，让贫困户
真正实现“造血式”脱贫。实现种植刺梨2万余亩，盛产面
积 0.8万亩，刺梨产业带动就业 3000余人，其中贫困户 367
户1394人，通过刺梨种植人均年增收2000余元。

用好药引子，环境美起来。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通过企业带动，创办以村集体为中心的合
作社，带领群众发展产业化中药材，进行规模示范种植，在
1700米荒山上种植发展形成万亩中药材，打造特色中药材
名片，每年解决剩余劳动力20000人次，示范带动村民种植
特色中药材500余亩，实现产值5000万元，为当地群众带来
现金收入700余万元，助推120户368人脱贫。

（刘云肖 本报记者 罗阳）

贵定县沿山镇

“五子登科”助推脱贫攻坚见成效

本报讯 6月 19日，贵定县盘江镇党委、政府在清定桥
广场组织开展了一场“脱贫攻坚 .同步小康”文艺演出。

演出现场，《哥妹携手奔小康》《美好家园》《精准扶
贫》《金雪飞舞》等山歌、小品、舞蹈等节目反映出了精准
扶贫助推新农村建设的巨大变化。知识竞猜互动活动宣传了
脱贫攻坚、同步小康、文明创建、安全生产的政策，加深了
群众对相关惠农、党的农村政策的理解，本次演出活动得到
了群众一致好评。

（胡建益 本报记者 罗阳）

贵定县盘江镇

组织“脱贫攻坚·同步小康”文艺汇演

本报讯 6月 15日，罗甸县“文明城市、文明单位”创建工
作督导组到罗甸县国税局检查指导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督导组先后查看了该局小区、办公区宣传营造氛围情况
和文体活动室、“道德讲堂”等设施情况以及志愿者服务情
况，并听取了该局迎接省级文明单位复检和争创国家级文明
单位工作汇报，对该局开展创建省级、国家级文明单位工作
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对小区绿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建
议。

（雷正艳）

罗甸县国税局

积极开展“文明城市、文明单位”创建

本报讯 为推动微型企业又好又快发展，荔波县市场监管
局在县政务中心设立微企登记一站式服务窗口，在各乡镇分局
设立微型企业创业指导站，以“五个一”进一步优化服务效能，提
高服务水平。

该局对有意向的创业对象进行登记造册，并逐一电话预约
走访。预约成功后，组织工作人员到创业对象经营场地进行实
地勘察，当面向创业对象宣讲有关扶持政策、微企申办流程及注
意事项。同时，通过宣传活动、服务窗口发放微企申办提交资料
一次性告知便条，并设立便民服务台，由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申
请人完成表单填写。

2017年以来，该局办证窗口共接受咨询213人次；电话预约
100余人次、组织当面交谈、实地勘察100余次、发放一次性告知
便条1000余份。 （覃露 蒙春俊）

荔波县市场监管局提升微企服务水平

为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都匀经济开发区将在辖区内各村、社区发展稻田养鱼,并提供技术支持,帮助贫困户增加
收入，预计鱼苗成熟后每户将增加收入2000元左右。6月20日,该区为王司社区桃花村70余户贫困户发放鱼苗6000
余尾及养殖技术资料。 本报记者 谭惠凌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一对年轻夫妻准备到贵定信用联社准备贷
款创业，确因父亲当年欠贷未还进入黑名单，致其无法再贷
款。

据了解，小夫妻这几年一直在外地打工，从事石材加
工，具备一定的技术水平，今年春节过后准备依靠过硬的技
术和广阔的石材市场，在当地开一个石材加工厂，但由于资
金不足，来到贵定信用联社咨询相关贷款问题。信贷员在仔
细询问其家庭地址和姓名后，在信贷系统里却没查到其相关
信息，经仔细查询后得知，其父十多年前在贵定信用联社有
过一笔2万元信贷业务，由于逾期时间太长，在有还款能力的
前提下，其父一直拖着欠此款，经信贷员多次催收未果，已
于 2014年联社创建信用工程时录入贷款不良记录，列入负面
名单，故此他们不能再在该社申请贷款，也因此失去一个创
业机会。 （兰成勇）

父亲欠债不还失信 儿子贷款创业受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