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刘子川

电话：0715－81287706版
2019年12月6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纵览天下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

管分局备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咸宁市泉塘营业所地址由湖北省咸宁市咸宁

大道112号迁至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旗鼓村
（御龙花园）3幢1-2层S16-17号，现予以公告。

2019年12月05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咸宁市泉塘营业所

设立日期：2008年05月30日
发证日期：2019年12月05日
机构地址：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旗

鼓村（御龙花园）3幢1-2层S16-17号

机构编码：B0018A342120060

许可证流水号：00598845

联系电话：0715-823308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咸宁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

监管分局备案,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通城县解放路支行地址由湖北省通

城县解放路6号迁至湖北省通城县隽水镇
解放路34号，现予以公告。

2019年12月05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通城县解放路支行

设立日期：2008年05月30日
发证日期：2019年12月05日
机构地址：湖北省通城县隽水镇解放

路34号

机构编码：B0018S342120028

许可证流水号：00598844

联系电话：0715-823308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咸宁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

监管分局备案,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咸宁市双溪镇支行地址由湖北省咸

宁市咸安区双溪镇正街284号迁至咸宁市
咸安区双溪镇正街201号，现予以公告。

2019年12月05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咸宁市双溪镇支行

设立日期：2008年05月30日
发证日期：2019年12月05日
机构地址：咸宁市咸安区双溪镇正街

201号

机构编码：B0018S342120012

许可证流水号：00598848

联系电话：0715-823308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咸宁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

监管分局备案,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咸宁市贺胜镇营业所地址由湖北省咸宁

市咸安区贺胜桥镇迁至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
贺胜桥镇贺胜大道109号，现予以公告。

2019年12月05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咸宁市贺胜镇营业所

设立日期：1998年12月08日
发证日期：2019年12月05日
机构地址：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贺胜

桥镇贺胜大道109号

机构编码：B0018A34212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598846

联系电话：0715-823308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咸宁监管分局

姓名 身份证
邹会琴 420115198612167624
朱新春 422301197403223562
朱敏敏 422301198609185885
朱冬红 422301198610161223
周 娟 422301198202151085
周丹丹 420984198901180741
郑雪霞 421202199710243589
郑六英 420115198601097923
章 婷 422301198212204224
张群波 422301197508016260
张 敏 421221198711054821
张红艳 421202199301204749
张桂萍 422301197810061265
喻 华 422301196303280522
殷 莺 422301198805221361
叶秀莲 452525198212250025
徐雄飞 421202199508060914
徐 芬 421202199005023601
徐 飞 422301197702238019
熊 谦 422301199201181375
谢春卫 421202197905100044

吴 琪 421202199304014211
王学兵 422301197307267637
王 田 42230119940521153X
王 帅 421202197510075331
汪 苗 422301198411230927
万声宇 422301198606153634
万春秀 422301197504020545
唐腊英 422301196912295164
商秀芳 420122197812041320
任金元 422301196706290020
钱春芬 422301198102041524
潘名力 422301197902174718
聂董梅 422301198612213584
吕长江 422301198105058014
吕 婷 422301198910201602
刘小丽 422301198012135869
刘 骄 421202198801094721
刘红斌 422301197512166237
刘 芳 422326197307110020
李晚霞 42230119720701590X
李辽宁 421202198004087166
黄 进 42232219820915562X

胡丽凌 422301198705122323
贺艳红 430981198202030747
韩 芬 422301198505207621
郭细枝 422301197505057649
桂 勇 422301197307211510
顾细云 422301197411205348
陈咏梅 422301198110226246
陈艳芬 422301197802223260
陈娅兰 422301197509200027
陈 婷 422301198303022960
陈胜平 422301198102237615
陈美兰 422301197305242962
曹远澄 421202199201220557
吴冬琴 42120219871182298X
雷 力 421202199111237611
韩梅荣 422301197301115341
游辉平 422301197110260044
盛周新 422301196204010535
陈丽红 420222198010145726
胡光忠 422301196701074214
陈群芝 420221197005045746
何 维 421281198912243924
段 勇 421202197709042318

遗失公告
咸宁太平洋保险公司以下人员执业证与保证金条遗失，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肖川遗失鄂L77718号车辆营运证，证号：421221200632，

特声明作废。
翁敏遗失咸宁万达广场意向金收据一张，号码：

0000059，金额30000元，特声明作废。
明辉遗失位于咸安区横沟桥镇凉亭垴村9组的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421202103219090027J，特声明作
废。

黄东昕遗失客运从业资格证，证号：422301196812190517，
特声明作废。

游世家遗失咸安区世家水泥批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22301600230185，特声明作废。

通城县沙堆镇瑶泉村村委会遗失湖北省公益事业捐赠
统一票据收据联，票据号0000450432，金额30000元，特
声明作废。

咸宁温泉住房嘉鱼簰洲商业房地产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2月23日上午10时

30分在咸宁市温泉邮电路69号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
卖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以下资产：1、位
于咸宁市淦河大道（金穗农行）第五层至八层四套住房
（1-502房、1-602房、1-702房、1-802房），每套建筑面
积约196.2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85.12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面积待分摊；四套住房整体拍卖参考价193.6万元；竞
买保证金20万元。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鱼县
支行名下位于嘉鱼县簰洲湾镇西流街一处资产，房屋建
筑面积316.9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190.32平方米；
拍卖参考价97.2万元，竞买保证金15万元。

即日起标的物在其所在地展示。有意竞买者请持
有效身份证明和交纳竞买保证金在2019年12月20日
下午4时30分前(以到账实际时间为准，逾期则无效）到
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报名手续。

特别提示：
1、以上标的物以现状拍卖，建筑面积和土地使用权

面积仅供参考，以实测后登记发证为准，面积如有误差，
拍卖成交价和拍卖佣金不作调整。

2、涉及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等不动产权属变更登
记过户一切事项均由买受人在拍卖成交后自行负责办
理，逾期3个月内未办理权属登记变更手续，后果自行负
责；同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各自的税、费。

3、现状拍卖，买受人应有处理改变土地用途和性质、土地
规划等事项的能力并自行解决相关手续，愿意承担上述事项
的任何风险和瑕疵，委托人、拍卖人对此不承担任何瑕疵担保
责任。

公司地址：咸宁市温泉邮电路69号添地缘小区
联系电话：0715-8130288

18107151110 刘先生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6日

本报讯 通讯员胡治报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11月30日，伴随着铿锵有力、慷慨激昂的入党誓
词声，咸安区税务局蓝色训练营“伟人故里寻初心”活动拉开了
序幕。

为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
炼青年干部忠诚担当的政治品质，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提升青年干部活力，开拓青年干部视野，全面提高
青年干部的整体素质，根据区局党委安排，区局蓝营结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伟人故里寻初心”湖南行活动。

“通过参观，我深刻认识到现在和平岁月的可贵，更加珍惜
这来之不易的幸福，并为祖国现在的强盛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
傲。”刚刚转正的青年党员何恒在参观完杨开慧故居后感慨道。

此次活动，区局青年干部通过参观毛泽东故居、刘少奇故
居、杨开慧故居等伟人故里，瞻仰和缅怀伟人，接受了一次深刻
的党性教育。

伟人故里寻初心
青年担当铸税魂

嘉鱼烟草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本报讯 通讯

员黄静报道：12月4
日上午，嘉鱼县烟草
专卖局组织干部职
工走上街头，开展

“12·4”国家宪法日
集中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通过
设置法律咨询台、发
放法律知识宣传资
料等方式，广泛宣传
烟草专卖法、烟草实
施条例等。专卖、法
制人员对前来咨询
的群众一一进行解
疑答惑。

本次活动，共发
放宣传材料 200 余
份，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20余人次。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本报讯 通讯员曹建报道：12月5日，咸宁市强制
隔离戒毒所举办第十期香泉大讲堂，邀请市委党校黄卫
东副校长做宪法知识专题讲座，市强戒所全体戒毒人员
参加了讲座。

该讲座以“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为主题，
黄卫东从为什么要学习宪法、怎样领会宪法精神和树立
宪法权威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为戒毒人员
讲解了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基本原
则与公民权利的根本法律保障等相关知识，使在场戒毒
人员对法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市强戒所所长李曙华表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
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广大党员干警职工要把学习
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突出的
政治任务，自觉维护宪法权威，弘扬宪法精神，全面提高
戒毒工作的实效和水平，把场所各项工作全面纳入法治
轨道。

弘扬宪法精神 树立宪法权威

市强戒所举办宪法知识专题讲座

（上接第一版）
余码头二站工程是我市今年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的代表作。
今年来，我市农田水利项目建设实行“六定

一包责任制”，定项目、定领导、定劳力、定资金、定
进度、定奖罚、包质量。同时，加强对水利资金事
前、事中、事后全过程控制，将财务监督检查工作
贯穿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的全过程。湖堤、泵站、
支流项目均采用地方债，足额落实地方配套资金。

在相关政策支持下，各项农田水利项目陆
续建成，发挥了巨大效益。

最瞩目的是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省下达
2019年度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建设任务已

基本完成,受益人口30.46万人。全市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37.98万人饮水安全达标。

河湖库长制工作加快推进：新增河湖库长
253 名，落实巡查员、保洁员 3014 人，推进
10358处小微水体的登记造册。

另外，各地完成碧水保卫战清“四乱”等专
项战役，解决问题526个。

目前，我市水利补短板工作进展顺利：
2019年全市水利项目96个，总投资106427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69864万元。

农业开发亮点纷呈

12月2日，记者在通城县塘湖镇看到，该

镇掀起了农业特色基地建设热潮。汤管山开
发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基地，狼荷村建设千亩油
菜机播示范基地，南虹村上马绿肥示范基地
……尽管天气寒冷，但田间地头到处可以看到
在基地里忙碌的村民。

作为全市秋冬农业开发的典型，塘湖镇在
秋冬农业开发中投入资金近30万元。该镇在
幕阜山旅游公路沿线村建设千亩连片绿肥、油
菜花海基地，大力发展“绿肥+有机稻”“绿肥+
黑山羊”的“两精两减一增效”的高效模式
3000亩。目前，该镇已完成2.2万亩油菜、0.6
万亩绿肥种植，共建设千亩示范基地4个、百
亩示范基地10个。

据了解，通城县积极推进油菜产业倍增计
划，打造公路沿线、平畈“五线八片”油菜示范
区5万亩，秋播油菜种植面积16.18万亩，示范
带动该县秋冬农业开发高质量发展。

各地高度重视秋冬农业开发工作。据统
计，全市整合过亿资金支持秋冬农业开发生
产，其中咸安1300万元、赤壁2600万元、通城
1149万元。

在农业开发中，各地着重抓示范、抓样
板、抓新建基地，按照“五带五区”规划布局，
推进“百千万”示范基地建设。全市已建成万
亩基地30个、千亩基地72个、百亩基地763
个。

其中，赤壁规划建设万亩猕猴桃基地，已
开工建设5000亩。嘉鱼建设10万亩绿色蔬
菜基地，打造百亿蔬菜产业。崇阳规划建设万
亩雷竹基地，已栽种雷竹3000亩。

做好“秋冬播+”文章是一大特色。在开
发中，各地注重与乡村旅游、农耕文化有机结
合，沿路沿线播撒红花草籽、油菜，建设油菜、
绿肥融合示范基地87个，面积16万亩。咸安
规划打造百公里油菜观光经济带，通城规划建
设“五线八片”油菜核心示范区，通山建设3条
油菜观光经济带等。

目前，全市已完成秋冬播面积238.34万
亩，完成比例为95.37%。

古巴

谴责美制裁向古运油船只
据新华社哈瓦那12月5日电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

斯·卡内尔近日指出，美国制裁6艘从委内瑞拉向古巴运
输石油的船只是“不公平且傲慢无礼的行为”。

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说，美国政府
制裁6艘运油船是向古巴“再次发动攻击”，古巴“受够了”
美国“不公平且傲慢无礼的行为”，不会屈服于美国压制。

据悉，美国财政部3日宣布追加制裁6艘从委内瑞拉
向古巴运输石油的船只，并称委内瑞拉和古巴此前曾通过
改变船只名称，躲避美国制裁。据古巴官方媒体报道，6
艘油轮中1艘挂巴拿马国旗，5艘挂委内瑞拉国旗。

今年4月起，美国陆续制裁向古巴运输石油的船只
及相关古巴和外国企业。今年9月，古巴曾短暂出现油
荒，目前石油供应依然紧张。迪亚斯·卡内尔此前曾表
示，美国阻碍古巴进口石油的目的是造成古巴民众生活
质量下降，从而挑起民怨，制造社会动荡。

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拟建立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记者5日从教育部获悉，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即
日起至2020年1月5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提出建
立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推进职业教育各类学习成果
的认定、积累和转换。

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鼓励发展多层次的职业教育，
推进多元办学，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支持社会各
种主体广泛参与职业教育。

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定制
度。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职业学校办学和
深化改革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行为规范、成效显著，创
造较大社会价值，在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吸
引力和竞争力方面，具有较强带动引领示范效应的企业，
予以相应奖励。

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鼓励职业教育领域的国际交
流与合作，支持引进境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鼓励招收职
业教育类别留学生，支持职业教育机构赴境外办学，鼓励
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资格资历互认。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2019年7
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
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方案》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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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精神，以长城、大运河、长征沿线一

系列主题明确、内涵清晰、影响突出的文
物和文化资源为主干，生动呈现中华文化
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促进
科学保护、世代传承、合理利用，积极拓展
思路、创新方法、完善机制，到2023年底
基本完成建设任务，使长城、大运河、长征
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
推进局面初步形成，权责明确、运营高效、
监督规范的管理模式初具雏形，形成一批
可复制推广的成果经验，为全面推进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创造良好条件。

《方案》明确，要坚持保护优先、强化
传承，文化引领、彰显特色，总体设计、统筹
规划，积极稳妥、改革创新，因地制宜、分类
指导，根据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整体布局、禀
赋差异及周边人居环境、自然条件、配套设
施等情况，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
文旅融合、传统利用4类主体功能区。

《方案》要求，要修订制定法律法规，
推动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理念入法入
规；要按照多规合一要求，结合国土空间
规划，分别编制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要协调推进文物和
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系统推进保护传
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
再现等重点基础工程建设；要完善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管理体制机制，构建中央统
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工作
格局，强化顶层设计、跨区域统筹协调，在
政策、资金等方面为地方创造条件。要加
强组织领导和政策保障，广泛宣传引导，
强化督促落实，确保《方案》部署的各项建
设任务落到实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

国际志愿者日

爱心在行动
12月5日，河北省河间市志愿者在一

小区内义务清扫垃圾。
当日是国际志愿者日，各地举办多种

志愿服务活动，奉献爱心。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