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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面对辽沈大地秋粮丰收
的喜人局面，农发行辽宁省分行营业
部积极履行政策性银行职责，抢前抓
早积极筹划秋粮收购准备工作。目前
已提前备足95亿元信贷资金，做到“钱
等粮”。截至 11 月 20 日，实现投放
18.9亿元，秋粮收购工作顺利开局。

加强调查研究，摸清产粮底数。
农发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主管领导
靠前指挥，分管领导包片，条线部门
牵头推进。通过拜访各区县粮食主

管部门、成立粮油业务调研小组、强
化日常管贷办贷、深入基层一线走访
等方式，提前了解沈阳辖区粮食产量
及商品量，精准掌握目标客户自有资
金、可用仓储能力、计划收购量以及
他行贷款情况，准确估算收购资金需
求量，提前做好充分准备。

巩固重点客户，优化收购布局。
农发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立足粮食收
购新形势、新变化，先谋快动、抢先抓
早，确定了以储备粮企业和国企市场

化收购为主体、优质民营企业为辅助
的秋粮收购工作思路。班子成员定期
走访辽粮集团、沈粮集团、中粮贸易公
司、禾丰牧业等大客户，认真梳理分析
客户经营管理全过程，进一步把握企
业经营状况和管理能力，保持经常性
密切联系，了解企业收购意愿，制订专
项金融服务方案。通过精心组织部
署，新粮食年度服务粮食收购布局点
辐射辖内8个粮食主产县区。

统筹贷款流程，提高办贷质效。

农发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认真落实
总省行“保收储、增供给、当主导、防
风险”总体要求，通过实施包行责任
制、建立前中后台协调机制、明确办
贷资料、统一认定标准、改进结算服
务、夯实日常监管、举办粮油信贷“大
比武”等措施，进一步优化办贷流程、
提升服务质效，保障各类资金供应，实
现了辖内两级行办贷流程高效贯通，
确保授信提前完成、资金足额供应、管
理跟进到位。 孙 峰 吴鹏韬

辽宁川州500千伏输变电
及220千伏配套送出工程（阜新段）正式开工

图说 TUSHUO

本报讯 近日，朝阳市建平县围
绕县城周边河道实施生态综合治理
工程，通过对重点段河道内修建橡胶
坝，拦蓄第二牤牛河汛期尾洪，增加
水量储备。

据悉，建平县积极落实绿色发展
理念，持续加强河道管理综合整治，
在朝阳市河长制办公室的指导下，全
县河长制工作进展顺利。该县建立
了县乡村三级河长体系，形成了县委
书记、县长双总河长、河道警长及检
察长的三长工作机制。全县共设置
县级河长 5人，乡级总河长 60人，乡

级河长149人，村级河段长258人，实
现了河湖管理保护责任全覆盖。

通过修建堤防工程，使第二牤牛
河和二道莫河两侧新建堤防与现有
堤防形成封闭，更好地保护居民安
全。工程建成后河道内形成景观绿
地湿地21万平方米，栽植树木4.8万
株，蓄水容量 120 万立方米，新增水
面面积 71 公顷。蓄水完成后，增加
周边可开发利用土地近千亩，使县城
周边河道真正达到了“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人和”，切实增强了人民群
众的幸福感。 李红霞

本报讯 近日，由中华环保联合
会等单位主办的2021中国污染防治
联展在合肥市举行。展会以“聚焦碳
达峰碳中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为
主题，主要针对全国污染防治技术、
设备进行广泛地推广与合作。中华
环保联合会辽宁省办事处组织我省
19名环保领域企业家代表参加了此
次展会，取得丰硕成果。

展会期间，华壹科技（辽宁）集团

有限公司、沈阳顺风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等 5 家企业与安徽九辰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安徽皖创环境检测有限公
司等 5 家企业现场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中华环保联合会辽宁省办事
处与安徽省办事处就两省污染治理
开展工作交流，并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为推动两省污染防治工作发挥积
极作用。

赵 静

本报讯 记者狄文君报道 今
年以来，铁岭市西丰县人民检察院
根据该院公益诉讼巡查办法，持续
开展“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
项监督行动，全力营造辽东绿色经
济区建设法治化环境，护航西丰绿
色发展。截至目前，已发出诉前检
察建议 63 件，回复率、采纳率均达
到 10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依托
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近年来，
西丰县生命健康产业得到快速发
展。坚持与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西丰县检察院积极履行公益诉讼职
能，不断加大生态巡查监督宣传力
度，并通过公开听证、发出诉前检察
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督促相
关方面履行法定职责，共同守护绿水
青山。

据介绍，专项监督行动开展以
来，全县涉及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
诉前检察建议已发出 42 件，督促治
理水源地污染5处、医疗污水违法排
放 3处、清理河道及村屯垃圾 60吨、
整治养殖场1个，累计收缴公益诉讼
惩罚性赔偿金10.5万元。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切实解决公共法律服
务进村屯“最后一公里”问题，加强依
法治村，提升农村整体法律素质，以
法治思维和方式解决问题，近日，抚
顺县司法局“一村一法律顾问”签约
启动仪式在抚顺县上马镇举行。

抚顺县司法局始终按照抚顺市

司法局的要求，坚持充分整合律师、
法律援助等公共法律服务资源，组建
专业法律团队，持续推进“一村一法
律顾问”工作，保证每一个村至少有
一名优秀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担任法律顾问，为“村民评理说事
点”提供法律服务支撑。

张 义

本报讯 “真没想到，宏伟办税
大厅办事效率这么高，现在需要提
供的证明材料比以前少了很多，办
理业务轻松多了。”11 月 25 日，辽阳
嵘钰经贸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刘艳
华兴奋地说。对于经常办税的工作
人员而言，如今办理业务比过去省
了许多时间和精力。

和刘艳华一样，越来越多的办
税人感受到了辽阳市宏伟区税务局
简便办税带来的新变化：审批流程
进一步精简；多个税费种合并纳税；
完善简易注销制度，严格便利注销。

今年以来，为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推
进“放管服”工作，国家税务总局辽
阳市宏伟区税务局以纳税人缴费人
需求为导向，在简政放权上做“减
法”，在后续管理上做“加法”，在优
化服务上做“乘法”，积极简并办税
流程，让纳税人切身体验税务“加
速度”。

精简审批流程。宏伟区税务局
全力开展“减证便民”优化纳税服务
行动，最大限度减少办税环节、证明
材料和办理时限。一次性取消税务
证明事项 67 项，减少涉税资料报送
55%，缩短纳税人办理各类涉税费

事项等待时间 47%，为纳税人提供
更多便利服务，大幅降低了纳税人
的制度性办理成本。

合并申报纳税。宏伟区税务局
在成功推行财产行为税各税种合并
申报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增值税、消
费税分别与附加税费申报表整合,
对原有表单和数据项进行全面梳
理,实现多个税费种“一张报表、一
次申报、一次缴款、一张凭证”，提高
办税质效，同时提供电子税务局办
理更正申报功能，减轻纳税人办税
负担。

严格便利注销。按照《国家税

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关于压缩
税务注销办理时间有关事项的通
知》要求，宏伟区税务局压缩税务注
销一般流程办理时限，将一般纳税
人的注销一般流程从 15 个工作日
压缩到 10 个工作日以内，其他纳税
人的注销一般流程从 10 个工作日
压缩到 5 个工作日以内，同时，完善
简易注销制度，对符合规定的实施
即时办结，全面压缩了税务注销的
办理时间和流程。全年完成一般注
销 23 户、即办注销 197 户，促进市场
主体退出便利化。

庞敬群

本报讯 为提高辖区居民识别
和防范电信诈骗的能力，保障居民财
产安全，营造平安和谐的金融环境，
近日，农行本溪分行营业部联合站
前街道办事处和站前派出所开展
反诈宣传活动。

活动中，银行、社区、派出所三方
工作人员共同前往山城金店繁华地
段和社区办事处等老年人密集场所，
现场发放宣传单，开展反诈知识讲

座，提醒辖区商户和居民牢固树立个
人财产安全意识，做到“不轻信，不透
露，不转账”，切实提高了群众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的意识和能力。

此次活动提升了农行社会品牌
公认度，增强了辖区居民的安全防范
和自我保护意识，取得了良好的反诈
宣传效果，营造了浓厚的全民反诈氛
围。农行本溪分行营业部用实际行
动守护了群众的“钱袋子”。 刘 洋

农发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打好提前量做到“钱等粮”

95亿元信贷资金保秋粮收购

辽阳市宏伟区税务局简并流程便企利民

我省环保企业
亮相中国污染防治联展

抚顺县司法局
举行“一村一法律顾问”签约仪式

公益诉讼护航西丰绿色发展

农行本溪分行营业部
开展反诈宣传活动

建平县推进河长制
加强河道生态治理

本报讯 兴业银行大连分行因
户制宜创新打造特色金融服务，积极
助力涉农企业发展。在该行的精准
支持下，大连市粮食加工企业九三集
团大连大豆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加工
规模和外贸出口金额均实现逆势上
扬，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交上
一份出色答卷。

大连大豆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中
国最大的粮食中转储运专用港口

——大连北良港内，主要产品有豆
油、豆粕，其控股股东为九三粮油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央企北大荒农垦
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首批国
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粮食企业的
正常生产对保障粮油市场供应和价
格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大连市粮食
加工企业九三集团大连大豆科技有
限公司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

全面启动生产，为共抗疫情、保供稳
价扛起责任。

兴业银行大连分行西安路支行
客户经理通过定期走访，了解企业近
期的生产情况和融资需求。兴业银
行大连分行针对企业在原料大豆进
口采购贸易过程中的结算特点以及
交易习惯，创新性地量身定制 FICC
产品，通过新型业务模式加上择机锁
汇的手段，降低企业外汇结算成本。

此举以授信铺底的方式，一站式助力
企业降低采购成本，在提升了客户体
验的同时，也拓展了金融创新的空
间，真正实现了银企双赢。

兴业银行大连分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分行将多措并举落实“六稳”

“六保”，依托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的
优势，因户制宜创新打造特色金融服
务，精准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和乡村
振兴。 于 冲

兴业银行大连分行因户制宜服务涉农企业

日前，随着第一罐混凝土缓

缓注入B107塔塔基，辽宁川州500

千伏输变电及220千伏配套送出

工程（阜新段）正式开工。

辽宁川州500千伏输变电系

列工程是我省“十四五”期间为满

足朝阳、阜新新能源送出和改善

地区电网结构、优化电网分区的

重点工程。阜新段工程包括川州—

阜新50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220

千伏配套送出工程以及紫都220

千伏开关站新建工程。建成后，

将提高阜新地区220千伏电网的

供电可靠性，为新能源消纳创造

有利接网条件。

目前，国网阜新供电公司与

阜新市政府建立了电网建设长

效协调推进机制，优化审批流

程，快速推进用地预审、项目核

准、环评、水保等前期手续办理，

保证了工程如期开工。阜新供

电公司围绕建设任务，锚定目标

责任，严格按照工艺流程、质量

体系标准规范施工，确保工程建

设稳步推进。

李京霖 摄

LIAONING DAILY
全省最权威的报纸——辽宁日报

广告联系：024-22699206/22698121
广告部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分类信息专栏

▲张宇警号2101334的警官证丢失，声明作废。

▲吕永海（身份证号码 210111194907053015）房产证遗失，房

产证地址：沈阳市苏家屯区红菱矿生活区北 19号楼 1单元 2

楼2号门，面积35.3平方米，特此声明。

▲沈阳市沈北新区维艳果蔬配送站财务法人章丢失，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保险机构变更地址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于

洪支公司平罗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2210114002
许可证编号：00013736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

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
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保
险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

批准日期：2007年12月24日
负责人：张力夫 联系电话：024-25721153
发证日期：2021年11月29日
原地址：沈阳市于洪区沈大路珍珠巷3号2门
新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西江北街172甲号7门

公 告
辽宁华轩律师事务所受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的委托，

对厅属34家企业开展脱钩处置工作。现需办理补缴社

保及解除劳动合同相关事宜，请以下单位员工见本公告

后即刻与我律所联系，电话024-31280009。

辽宁农垦大厦：王雪松、朴东杰、刘伟晨、郭庆章、张

芫、于清华、任志勇、佡艳、张书砚、王颖、程震、陈传忠、

张静茹、沈元杰、卢立昕、吕姝、贺江山、张宁、关贝利、王

红军、朴香花、周琦、刘洲、姜海、高翔、邢中伟、刘敬震

辽宁农垦商贸集团：吴波、尚晶、韩梅、李波、张伟、

王敏、王晨、张辉、邱传斌、韩基胜、吴畏、那晓涛、杨海、

郑航宇

辽宁省农垦大连经贸公司：石野、崔俊善、李伟庆、

潘伟、李伟

辽宁农垦贸易中心：许煜威

中国农垦进出口辽宁公司：叶正红、洪广宇、孙宏歧

辽宁农垦机械施工公司：赵洪伟

2021年12月3日

关于旧印章作废启用新印章的声明
大连九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九洲公司”）原使用

的公章（编号：2102 00000030384）、合同专用章（编号：210
283 000 1817）、法人章（编号：210200000042979）因破损原因
不能继续使用，已由公安机关予以收缴。自2021年12月1日
起，启用上述三枚已在公安机关依法备案的新印章，原印章
同时作废。

此后，如出现使用旧印章之情形，均与“九洲公司”无关，
所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九洲公司不予承担。

特此声明！
声明人：大连九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日

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等有关规定，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我局拟协议

出让1宗原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 单位：平方米、万元

二、公示期：2021年12月3日至2021年12月23日
三、意见反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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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 单位地址：瓦房店世纪广场一号 邮政编码：116300 联系电话：0411-85615944

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 2021年12月3日

拟用地单位
大连北方美
术高级中学

拟用地位置
瓦房店市岗店街道办事处姜洼村
（大连北方美术高级中学西侧）

用途
居住（住宅及
配套公建）

用地面积
4373（住宅3742.3、

公建630.7）

建筑面积
9921.71（计入容
积率8075.71）

使用年限

40、70年

土地出让价款

589.63

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21）辽04执恢32号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辽宁省分公司与被执行人抚顺天宇永久房地产有限公司、
李刚等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义务，本院将于2021年12月25日10时至2021年12月26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整体拍卖被执行人抚顺天宇永
久房地产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抚顺市东洲区木兰街13号东
富商场内的商铺171套及其对应的项下土地使用权，标的物
及拍卖公告详情请登录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网址：http://
sifa.jd.com/）了解。

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