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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2020年度加油站发展规划公示
������根据《周口市成品油零售体系“十
三五”发展规划》和河南省商务厅关于
“十三五”规划按年度分步实施的原则，
现将周口市 2020 年度第二批加油站行
业发展规划公示如下：公示期 7 个工作
日。

如有疑议， 请于 2020 年 6 月 8 日
前将有关材料反馈至周口市商务局（市
场运行调节科 ）， 联系电话 ：0394 -
8219617。

加油站规划 5座：
1.商水县 1 座 地址 ：商水县陈胜

大道与溵川大道交叉口南 500 米东侧。

2.郸城县 1 座 地址 ：郸城县宜路
镇井路口北 200 米 Ｓ207 东侧。

3.沈丘县 2 座 地址 ：沈丘县华盛
楼南西环路西侧； 沈丘县兀术沟 Ｓ207
交叉口东南角。

４.西华县 1 座 地址：西华县西夏
镇西 2公里 Ｇ344 北侧。

加油点升级 2座：
太康县 2座 地址：板桥镇 Ｘ003与

Ｓ213交叉口北 500 米西侧；高郎乡后刘
村东 50 米 Ｓ326北侧。

周口市商务局

2020年 5月 28 日

拍 卖 公 告
豫金拍文【2020】第 0616号

������受有关单位委托 ， 我公司将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 10 时在项城丛碧酒
店二楼莲花厅公开拍卖位于项城市江

南步行街路西江南名苑 2 期 6 号楼 1-
2层临街商铺。 本标的位于项城市公园
路与莲花大道交叉口路南，交通出行便
捷，升值潜力大，周边绿化整洁，附近有
公园、学校、酒店和银行，标的详情请与
本公司联系咨询。

有意竞买者， 请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 17 时前将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汇
入河南金帝拍卖有限公司指定账户（名
称 ： 河南金帝拍卖有限公司 ， 账号 ：
16552101040001883，开户行：农行周口

西城支行）， 保证金以银行实际到账为
准，若不成交全额无息退还。 请持有效
证件到河南金帝拍卖有限公司或商铺

所在地（项城市江南名苑 6 号楼 1 号商
铺）办理竞买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自拍卖公告之日起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拍卖咨询电话：15896711656

13903879296
公司网址：www.hnjdpm.com
公司邮箱：jdpmhn@163.com

河南金帝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29日

声 明
������周口市奥捷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因一直无法联系到股东李醒女士到公司商
议营业执照变更一事，特此声明：请李醒女士十五日内到本公司参加股东会议，
如逾期未到，本公司将视其为主动弃权。

2020年 5月 28 日

奖项 发票代码 发票号码

周口市 2020年度第 1期有奖发票二次开奖中奖结果
������在河南省周口市平原公证处的现
场监督下， 周口市 2020 年度第 1 期有
奖发票二次开奖活动于 5 月 28 日举
行，通过有奖发票管理系统随机产生了
43 张中奖发票，中奖发票信息如下：

兑奖事宜如下：
一、兑奖时间
2020 年 5 月 29 日至 2020 年 7 月

27 日，工作日 9:00-17:00，请中奖者至
少提前一个工作日预约兑奖。

二、兑奖地点
周口市交通大道与常青路交叉口，

国家税务总局周口市税务局货物和劳

务税科 610 房间，电话：8128362。
三、兑奖资料
（一）如中奖发票为增值税普通发

票和增值税卷式发票，中奖者本人需携
带以下资料前来兑奖：

1.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 参与二次开奖时登记的手机号

码；
3. 中奖发票的发票联原件及复印

件。
（二）如中奖发票为增值税电子普

通发票，中奖者本人需携带以下资料前
来兑奖：

1.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 参与二次开奖时登记的手机号

码；
3.中奖发票版式文件打印件兑奖。

四、其他注意事项
（一）逾期未到指定地点领取奖金

视为自动放弃，弃奖奖金结转下期。
（二）兑奖者领取奖金时，应按现行

税收法律法规缴纳个人所得税，由兑奖
单位代扣代缴。

周口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周口市税务局

2020年 5月 28 日

一等奖 041001800107 35159076
二等奖 041001800107 35170509

041001800107 35156579
三等奖 041001800111 86899545

041001900104 70707736
041001900104 70639850
041001900104 70586601
041001900104 70544343
041001900104 70521044

041001900204 64778139
041001900104 62045820
041001800107 35172186
041001800107 35171546
041001800107 35170604
041001800107 35170416
041001800107 35168089
041001800107 35167838
041001800107 35167750

041001800107 35167733
041001800107 35167346
041001800107 35166870
041001800107 35166566
041001800107 35166258
041001800107 35166192
041001800107 35161890
041001800107 35159065
041001800107 35158858

041001800107 35158694
041001800107 35158677
041001800107 35158049
041001800107 35157344
041001800107 35144906
041001800107 35144701
041001800107 35142294
041001800107 35141298
041001800107 35138893

041001800107 35138813
041001800107 35136239
041001800107 34867268
041001800107 34856801
041001800107 34841069
041001800107 34838669
041001800107 10271269

������发票代码 发票号码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 ���本报讯 （记者 张志新） 5 月 26
日，扶沟县应急管理局组织全局干部职
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主要学习贯彻
全国两会精神。

连日来，该局干部职工热切关注全
国两会，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手机等
方式收听收看两会实况。 当日的“主题

党日”活动，主要围绕李克强总理在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
工作报告》， 大家热议新时代带来的新
任务 、新希望 ，结合实际谈感受 、谈变
化，提振干好应急管理工作的信心。

同时，“主题党日”活动上还对党费
收缴和“三会一课” 相关内容进行了详

细进行解读，并重温了《党章》。
活动中，大家一致表示，在今后日

常工作中要自觉提高党性修养 、按时
缴纳党费 、主动履行党员义务 、充分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为做
好新时代形势下的应急工作贡献自

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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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办
应急与安全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周口市应急管理局

应急指挥中心热线电话：（0394）8286998�
生产安全事故与隐患投诉电话：12350

������◆5 月 25 日， 淮阳区召开防汛抗
旱暨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安排部署全
区防汛抗旱暨安全生产工作。

◆5 月 26日， 鹿邑县应急管理局
等部门对该县重点燃气企业存在的安

全隐患开展大排查。

工作动态

������进入夏季，正是雷暴天气的高发季节，雷暴天气一般伴有阵雨，有时还
会出现局部的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市民在这种恶劣天气下，尤其应该
注意人身安全。 1.雷暴天气时候，市民最好不要停留在大树下、高坡处或者
建筑物顶部。2.应该远离铁门、铁栅栏、金属晒衣绳、架空金属体以及铁路轨
道等地方。 3.不要在大树、广告牌等处避雨。 4.不要在露天的水边、游泳池、
洼地停留。 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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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救援联合演练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本报讯 （记者 张志新 文/图 ）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5 月 27 日，鹿
邑县安委办组织该县应急、消防、住
建、卫健、环保、交警、电力、燃气、水
务等部门及民间救援组织， 在鹿邑
天然气加油加气站开展危险化学品

事故应急救援联合演练。
接到求救后，鹿邑县安委办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 ， 成立临时指挥
部 ， 组织各相关单位迅速赶往现
场， 全力开展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其中 ， 该县公安交警大队赶到现

场，立即对周边 1 公里范围设置警
戒区域 ，实施交通管制 ；该县卫健
委调集医护人员开展对现场受伤

群众及参战人员的救护工作；该县
消防救援大队通过消防车喷水对

液化天然气泄漏点冻结堵漏，并对
已气化的液化天然气进行稀释；其
余各相关单位也都按照各自职责

开展联动救援。
最终， 各相关部门经过全力配

合，第一时间对险情进行控制，演练
取得圆满成功。

鹿鹿邑邑应应急急演演练练活活动动现现场场

������发票代码 发票号码 ������发票代码 发票号码 ������发票代码 发票号码

督导检查不松懈 安全防线要筑牢
������本报讯 （记者 张志新）5 月 26 日，
市安委会第八督导组一行采取不发通

知 、不打招呼 、不听汇报 、不用陪同接
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四不两直”的
方式，对郸城县开展暗访暗查，督导全
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

为全面了解郸城在全国两会期间

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 责任落实、实
时推进等情况，督导组先后来到郸城县
新城办事处、盐城华德(郸城)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等地，采取听取汇报、查看资

料、实地检查等方式，实地检查单位和
企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情况，对发
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指导意见。

检查过程中， 督查组对郸城县全国
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并要求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要继续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坚持风险分级和隐
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建设，进一步加
大工作力度、进一步推动责任落实、进一
步排查整治隐患，严防各类事故发生，为
全国两会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环境。

遗失声明������●刘文洪 （412727********4534）
军人伤残证丢失 ， 号码 ：00942870，编
号：豫军 P051834，声明作废。

2020年 5月 29日
●商水县工业燃料公司位于商水

县原汤庄乡马口行政村铁路线东的土

地使用证丢失，声明作废。
2020年 5月 29日

●李大庄乡副食门市部的营业执
照 正 本 不 慎 丢 失 ， 注 册 号 ：
411622607001166，声明作废。

2020年 5月 29日
●张素宽的河南省保险销售从业

资 格 证 丢 失 ， 编 号 ：

02000341160080002013005785， 声明作
废。

2020年 5月 29日
●太康县板桥镇庞赵行政村村民

委 员 会 不 慎 将 公 章 丢 失 ， 编 码 ：
4116270002141，声明作废。

2020年 5月 29日
●杨玉平 （412723198009046863）

不慎将长安牌车辆合格证丢失， 编号：
WDV032016116296， 发 动 机 型 号 ：
DK15C， 发动机号：19137436， 车辆型
号 ：SC1031FRD65， 车 架 号 ：

LSCABN2E7KE714711，声明作废。
2020年 5月 29日

●刘唤坐落于河南省周口市沈丘
县槐店回族镇吉祥东路北侧颍河嘉园

二期 16#1单元 501号的房屋产权证丢
失，证号：00008824，声明作废。

2020年 5月 29日
●项城市孙店镇中英文学校的公

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2020年 5月 29日

● 范 海 良 （ 证 号 ：
412827********1592）位于项城市天安

世家小区 5 号楼二单元 2301 号的房产
本不慎丢失 ，证号 ：20190000497，声明
作废。

2020年 5月 29日
●中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慎将

增值税普通发票（共计 47 份）丢失，发
票 代 码 ：041001900104， 发 票 号 码 ：
29472604—29472650，声明作废。

2020年 5月 29日
●李思涵不慎将周口华顺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丢失 ， 收据号 ：
2721927，金额：223078 元，声明作废。

2020年 5月 29日

效率提高 模式变革
———河南麦收新观察

新华社记者 韩朝阳 冯碧箫

20 多年前， 种了 10 多亩地的河
南省邓州市刘集镇石营村农民石占科

麦收一个月瘦了 18 斤。 如今，58 岁的
石占科站在地头，望着麦田里“铁牛”
滚滚， 他托管的 500 余亩麦田数天内
就收割、播种完毕。

“犁地、播种、施肥、收割等农活都
要人干。”时至今日，谈起年轻时干农活
的辛苦， 石占科仍有倒不尽的苦水。
1982年，石占科咬咬牙，借钱买了全村
第一台手扶拖拉机，迈出了农业机械化
的一小步。 从此，拖拉机、脱粒机、收割
机、播种机、无人机……农业机械不断
更新换代，“夏收麦田不见人，机轮滚滚
农事新”成为石营村的麦收新图景。

“人力收割小麦， 一个壮劳力一天
顶多收 1亩小麦，现在普通收割机一天
能收百亩小麦。”从业 34年的邓州市农
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符说，“农业
机械化水平提高， 劳动强度大大降低，
生产效率、产量、效益却大大提升。 ”

如今， 石占科已是村里农机服务
合作社的理事长， 凭借 200 余位农事
经验丰富的合作社成员和 100 多台
（套）农机，他正为十里八乡的农户提
供农田托管服务，还从事跨省区收割、
播种作业。

石占科的农机合作社还只是松散

型的农业服务组织，更多为散户服务。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硬件”加强，
加上农民承包地“三权”分置等制度变
革，农村土地集中流转速度加快，为农
业龙头企业服务的专业化农业服务公

司开始涌现。
炎炎烈日下，邓州市小杨营镇安众

村正上演一场农机“会战”。金灿灿的麦
田里，大型收割机“一马当先”收割小

麦，打捆机紧随其后回收麦秸，撒肥、旋
耕机械交替作业，最后，播种机适时“登
台亮相”，撒下秋季丰收的希望。

数百亩连片麦田里， 除了驾驶农
机的农机手，几乎望不到人影。麦收现
场提供农机服务的河南首邑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兴新介绍， 多台机
械配套作业 ，8 小时可完成约 400 亩
麦地的收割、播种作业。该公司 160 余
台（套）农机每年能为 20 万亩耕地提
供整地、播种、施肥、打药、收割、运输
等一体化、精细化全程服务。

安众村麦收现场是邓州 220 万亩
小麦基本实现机收全覆盖的缩影。 今
年， 河南累计组织投入农机 410 万台
（套）以上、联合收割机 18 万台以上，
为保障小麦高机收率打下坚实基础。
中原大地上，“足蒸暑土气， 背灼炎天
光”的农忙景象渐渐淡出视野。田间地
头的农事正发生巨变，其中，效率提升
只是农业生产的变化之一， 更大的变
化是农业生产模式的变革。

近年来，农民承包地“三权”分置
盘活了土地经营模式， 农业种植合作
社、 农业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不断涌现。 目前， 仅邓州已有超过
4000 个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200 余
个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土地集中流
转面积达 110 万亩。

对于活跃在田间地头的“新农人”
而言，“精耕细作” 不再是掌握基本农
事规律后苦卖力气， 而是将土地、资
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合理配置赚
取收益， 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正发生历
史变革。 （新华社郑州 5 月 28 日电）

关注“三夏”

2020
在实干中夺回时间、赢得未来

新华社记者 姜琳

2020 年全国两会胜利闭幕了。 这
次特殊时期召开的不平凡两会， 取得
的一系列会议成果，凝聚起上下同心、
砥砺奋进的强大力量， 必将对我国的
各项事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21 日以来，在我国最高的议事殿
堂里，无论是代表委员在“通道”上的
真情讲述，还是议政建言的好声音、积
极讨论的精气神， 无不展示着奋斗到
底的决心、迎接挑战的信心，更传递出
一个强烈的信号： 经过疫情洗礼的中
国，人民更团结，意志更坚定，没有任
何力量能够阻止她向前进！

会议闭幕了，一个“干”字就凸显
了出来。 扎实按照两会既定的大政方
针开展工作，不惧危、迎难上，寻新机、
创生机，就能开辟发展新天地。

贯彻落实两会精神， 关键是拿出
真抓实干的行动，敢作为、善作为。 克
服困难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没有捷径
可走，只能依靠踏踏实实干好工作。不
同部门之间要加强协同配合， 增强政
策举措的灵活性、协调性、配套性，努
力取得最大政策效应。 “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要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
基层下沉，特别是要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 把政策举措不折不扣落实到
位。

推进两会 “蓝图 ”，坚持 “人民至
上 ”尤为重要 。 围绕改善人民生活 、
增进人民福祉 ， 今年两会凝聚起高
度共识 。 各地各部门要把民生工作
当成推动改革发展 、 稳定各项工作
的有力抓手 ， 让人民群众尽享政策
红利 ，有更多获得感 ，真正感到有干
劲、有奔头。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各地区各部
门各方面，要有分秒必争的急迫感，对
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强化责任担当。今

年脱贫攻坚要全面收官， 小康社会要
全面建成，满打满算，只剩下不到 8 个
月。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必须拿出
“马上就办”的精神，在“最先一公里”
毫不迟缓，在“最后一公里”真正打通，
让两会成果发挥出最大实效。

时光不负奋斗者， 岁月眷顾追梦
人。 放眼神州大地， 重大工程有序推
进，工厂车间机器轰鸣，田间地头耕作
正忙， 繁华街巷灯火通明……把失去
的时间抢回来， 以奋斗的姿态迎难而
上的中国，必将更稳地赢得未来！

（新华社北京 5 月 28 日电）

中国民法典诞生！新华社北京 5 月 28 日电 （记者
罗沙 杨维汉）“通过！ ”2020年 5月 28
日 15时 08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宣告中国“民法典时代”正式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 共 7
编、1260 条 ，各编依次为总则 、物权 、
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
任，以及附则。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提出的重大立法任务， 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

建设部署。编纂民法典，是对我国现行
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通则、物权
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

继承法、 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方面的
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

修，形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
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

2015 年 3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
2017 年 3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民法总则。 2019年 12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由民法总则与

经过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

各分编草案合并形成的民法典草案，
并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今年两会期间， 代表委员们对民

法典草案展开认真审议和热烈讨论。
根据各方面意见， 又作了 100 余处修
改，其中实质性修改 40 余处。

其中， 民法典明确建筑物及其附
属设施的维修资金的筹集、 使用情况
应当定期公布。 禁止物业服务人采取
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
催交物业费。

同时， 民法典再次完善了防止性
骚扰有关规定，将“文字、图像”纳入性

骚扰的认定范围。 继续完善关于高空
抛物坠物的规定， 规定发生从建筑物
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

品造成他人损害的， 公安等机关应当
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此外， 民法典回应地面塌陷伤人
问题，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
施倒塌、塌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
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并对
因他人原因导致倒塌、 塌陷的侵权责
任作出了规定。

民法典将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现行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
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
责任法、民法总则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