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叶昊鸣 魏玉坤

声 明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
法院网络拍卖公告

公开道歉信安徽巨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2万吨油、气田用
多功能聚合物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征求意见稿公示
安徽巨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委托

安徽通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年产
2万吨油、 气田用多功能聚合物生产线
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根
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要求，现将拟建项
目环评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的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Vsr4TC6ldaqofDGiker9Hw

提取码：tcs5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若需查阅纸质报告书可致电陈工，

联系电话：15856175828； 通讯地址：濉
溪经济开发区安徽巨成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为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具体详见征求意见稿中环
境影响评价范围）， 同时听取环境影响
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lu

NFzQqUPPTf1N2PSxT0g
提取码：5dhc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项目周围区域采用问卷调查方
式，征求公众意见。 同时欢迎公众以信
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它便利的方
式，向建设单位或者环评单位提交书面
意见。 相关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名称：安徽巨成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陈工
联系电话：15856175828
通讯地址：安徽省濉溪经济开发区

安徽巨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评价机构：安徽通济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联 系 人：衡工
联系电话：13856916742
电子邮箱：527095706@qq.com
通讯地址： 宿州市环宇国际 5#楼

1213室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即日
起十个工作日止。

安徽巨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9日

淮北市济仁药业有限
公司分立及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淮北市济仁药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存续分立
为淮北市济仁药业有限公司和淮北市普瑞
药业有限公司，淮北市济仁药业有限公司继
续存续。分立后淮北市济仁药业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拟从人民币 10220万元减至人民币
10170万元，淮北市普瑞药业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50万元。除分立/减资前已与
债权人就债务清偿另有协议外，淮北市济仁
药业有限公司分立/减资前公司的债务由分
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公司债权人自
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 45日内， 有权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本公司债权人未
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本公司分
立/减资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分立前的淮北市济仁药业有限公司经

营许可证、备案范围内的药品及医疗器械一
切设施、场所、设备一并承继给淮北市普瑞
药业有限公司，相应人员一并转入淮北市普
瑞药业有限公司。分立后的淮北市济仁药业
有限公司不再从事药品及医疗器械经营活
动。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61-6086370
联系人：曹家状
地址：淮北市濉溪县金桂路 30号

淮北市济仁药业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7日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8月 26日 10时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进行公开网络拍卖。

一、拍卖标的：淮北市相山区相山中
路 118 号瑞景凯旋城 13 幢 1002 室，起
拍价：375825元。

二、拍卖地点：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 sf.tao.bao.com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到拍卖开
始前。

四、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登录 sf.
taobao.com/0560/02，报名竞标并缴纳保
证金。

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
事人， 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
届时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席，则丧失
相关权利， 本公告视为送达担保物权人
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

六、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续拍卖进展
不再另行通知。

承办法官：18856168851 毛法官
咨询电话：15856116600 宋经理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2019年7月19日

尊敬的淮北市广大人民群众：
本人李幸福，男，身份证号：340621197309010050，住濉溪县后大街 1栋 72—

787号。本人孙玲，女，身份证号：340621197402100026，住濉溪县北关西村 23—2号。
自 2018年 11月 30日被濉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 本店销售的保健品，

经检测有两种系为假药。此举给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带来威胁，侵害了不特
定消费者的健康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在此我登报向社会公开道歉。
深深忏悔我犯下的错误，愿意为我的违法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保

证以后绝不再犯，理性服务。
道歉人：李幸福 孙玲
2019年7月19号

淮北市军供站 J3660000714102号开户许可证遗失，声明作废。
张倩 3406030012015533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石子贤 K340484107号出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淮北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工会委员会 J3660000456302号开户

许可证遗失，声明作废。
荀世华、谢秀侠 09234079号购中梁·国宾天下御府 16＃109室的

购房发票遗失，声明作废。

淮北金仕堡健身管理有限公司环卫环字（2016D109号）卫生许

可证遗失，声明作废。

淮北市烈山区荣艳芳太阳能热水器经销处 340604600009778号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皖 F09689车、 皖 F28040车、 皖 F07307 车、 皖 F23009 车、皖

F26148车、皖 F09583车道路运输证遗失，声明作废。

任爱华 3406030015051791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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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7月19日电 记者
19日从安徽省水文局获悉， 该局
预测在后续 10 天无降雨的情况
下， 淮河以北地区将出现轻旱，局
部中旱， 并在 18日首次发布旱情
预警，提醒各级政府和水旱灾害防
御部门做好抗旱准备。

入汛以来，安徽省北部地区降
雨偏少，其中淮河以北地区入汛以
来降雨与常年同期比较偏少 4成，
为 1950 年以来降雨最少的第 2
位，连续高温少雨致使淮北地区局
部出现轻度干旱。安徽省水文局密
切关注雨情水情墒情，重点做好皖
北地区抗旱测报预报工作。根据实
测数据，17 日淮河以北地区墒情

平均相对湿度 66%，阜阳、亳州、宿
州局部低于 60%， 出现轻度干旱。
安徽省水文局预报淮北大部将出
现轻旱，局部中旱。

与此同时，入汛以来，淮河干流
上游来水较常年同期偏少 6成，沿
淮淮北地区河湖蓄水量比常年同期
少 3成；淮河以南库塘蓄水 38.3亿
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2成。

安徽省水文局预计， 沿淮、淮
河以南地区，用水量将加大，供水
水源将持续减少， 供水压力将增
大，淮河流域旱情持续，据此及时
发布淮河流域旱情预警，提醒淮河
流域各地要加强蓄水保水，做好抗
旱灌溉工作；沿淮、淮河以南地区
要严格计划用水， 加强供水管理，
强化节水管理。

淮河以北局部或将中旱

我省今年首次发布旱情预警

茳茳茳上接第1版
与此同时， 做好选拔使用 “文

章”，为年轻干部“架梯搭台”。 烈山区
委充分利用“8090”优秀年轻干部大调
研成果， 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切
实把那些政治坚定、实际突出、作风
过硬、群众公认的年轻干部选拔到领
导岗位上来，有计划、有目的地让年
轻干部在参与急难险重工作任务中

磨练意志、经受考验。 大调研以来，先
后提拔任用“8090”优秀年轻干部 19
人， 有效激发了年轻干部干事创业热
情，增强了建设美丽烈山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 下一步，烈山区委将根据“8090”
后备干部人才库， 坚持好中选优的原
则，对年轻干部中确有真才实学、成熟
较早、 经过实践检验的， 敢于大胆使
用， 原则上每年新提任科级干部中年

轻干部占 30%左右， 形成合理的梯次
配备。

此外，创新机制、加强培养、从严
管理， 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和履职能
力。 烈山区委明确了各级党组织及主
要领导为培养年轻干部的责任人，并
把对年轻干部培养作为一项重要指
标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
核。 建立了领导干部与年轻干部联系

机制，通过开展谈心谈话活动、召开
座谈会等形式，及时了解掌握年轻干
部思想动态， 对年轻干部苗头性、倾
向性问题进行提醒帮助。 坚持从注重
实效和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干什么
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组织
开展务实管用的专业化培训，营造了
有利于年轻干部成长成才的良好氛
围。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近日，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
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坚持问题导向，加快建立
产权明晰、市场定价、信息集聚、交易安
全、监管有效的土地二级市场，使市场
规则健全完善， 交易平台全面形成，服
务和监管落实到位， 市场秩序更加规
范，制度性交易成本明显降低，土地资

源配置效率显著提高，形成一、二级市
场协调发展、规范有序、资源利用集约
高效的现代土地市场体系，为加快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意见》要求，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改革方向，完善交易规则，维护市
场秩序。 坚持平等、全面、依法保护产
权。 充分尊重权利人意愿，保障市场主
体合法权益。 提高服务效能，强化服务
意识，优化交易流程，降低交易成本，全
面提升土地市场领域政府治理能力和
水平。

《意见》提出了完善土地二级市场
的主要任务。 一是完善转让规则，促进

要素流通。明确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形
式，明晰不同权能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的必要条件，完善土地分割、合并转让
政策，实施差别化的税费政策。 二是完
善出租管理，提高服务水平。 规范以有
偿方式或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租管理，简化审批程序，营造
良好的出租环境。 三是完善抵押机制，
保障合法权益。明确不同权能建设用地
使用权抵押的条件，规定自然人、企业
均可作为抵押权人。 探索养老、教育等
社会领域企业以有偿取得的建设用地
使用权、设施等财产进行抵押融资。 四
是创新运行模式，规范市场秩序。在市、

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现有的土地交易
机构或平台基础上搭建城乡统一的土
地市场交易平台，规范交易流程，加强
信息互通共享。 五是健全服务体系，加
强监测监管。要求提供便捷高效的政务
服务，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加强
对土地市场的整体调控， 完善信用体
系，全面规范市场运行。

《意见》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
强组织领导，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实施细
则和配套措施，确保各项工作举措和要
求落实到位。 此外，已依法入市的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
租、抵押，可参照本意见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建设用地
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

防汛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7月19日，河南省在郑州市天健湖公园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救援综合演

练。此次演练分为战术队形行进、水域综合救援、城市排涝抢险等多个项

目。

上图：参演人员进行橡皮艇驾驶演练。下图：参演人员进行紧急救护演练。

■摄影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

茳茳茳上接第1版 始终把大学生
作为普法重点，先后开展法治护航
青春首届大学生法治知识竞赛，大
学生国家安全日等特色活动，在淮
高校大学生参与踊跃。 部署开展
“大排查、早调处、护稳定、迎国庆”
专项活动， 有效防止矛盾激化升
级。

深化“放管服”改革和创优“四
最”营商环境工作要求，持续深化
商事制度改革，大力推进各项改革
举措落地生根。 组建了“淮北市企
业专项法律服务团”，起草了《关于
在全市组织开展 “送法进万企”活
动的实施意见》， 与市总工会联合
成立了职工维权工作站，组织律师
深入到江苏商会、 浙江商会开展
“大走访大服务”活动，为企业免费
提供专业化“法治体检”。组织律师
陪同市领导接访 30多次， 参与涉
法涉诉接访 48多次，参与“法在身

边”直播栏目 130多次。
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 6次，提

供 36条意见和建议， 为上会的涉
法议题材料进行审查，为参会领导
解读相关法律法规依据；组织实施
法律援助民生工程，以城乡困难群
体需求为导向，全面深化法律援助
司法行政改革，着力提升群众满意
度及法律援助民生工程的服务和
保障能力，法律援助民生工程取得
良好的社会效果。

截至 5月底，全市法律援助机
构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 1622 件，
完成年度工作任务的 66.7%，结案
案件 957件，结案率为 59%，接待
来电、来访咨询 2500余人次，接听
咨询电话 1700余人次； 以 “人为
本、和为贵”的仲裁理念，不断加大
仲裁案件的调处力度，不断提升仲
裁在企业和群众中的公信力，有效
地化解了社会矛盾。

市司法局全力推动
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表示，
上半年养老保险制度运行平稳，能
够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支
付。

在国新办 19日举行的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游钧介绍，1
至 6月，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当期收入 1.9万亿元， 支出 1.6
万亿元，当期结余 3000亿元，6月
底累计结余超过 5万亿元，可支付
18个多月。

4 月初，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明
确自 2019年 5月 1日起， 降低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
例。 游钧说，降费有效减轻了企业
社保缴费负担，同时也带来养老保
险基金收入的减少，加大部分地区
基金收支压力。 对此，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已经部署了一系列
应对措施。

“社保费率降低以后，门槛降低
了，企业和职工参保门槛降低，积极
性提高了， 更多的企业和职工纳入
到这个制度中来， 有利于养老保险
基金的‘蛋糕’做大，有利于养老保
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有利于更好地
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形成制
度的良性循环。 ”游钧表示，一定能
够确保降低社保费率政策落实到
位，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能够确保
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支付

■记者 姜刚 程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