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告

●注销公告、清算公告、法院公告、减资公告、各类遗
失公告（各种证件、各种票件、公章）、停电公告、市政路况
公告、招商公告、加盟代理公告、协查协办公告；认领启
事、寻人（物）启事。

●房产租售、招聘求职、教育培训、家政服务、租车售
车、装修建材、门店特惠等便民、惠民信息。

综合信息 ●本栏目信息不是发生经济关系之法律依据，请
需方认真考察后签订正式合同，产生后果责任自负。

●热线：0797-8222685
●地址：赣州市客家大道13号客家新闻网大院内

遗 失 声 明
▲赣州中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赣州金房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280003775302，账
号：1510225509000106319，声明作废。

▲“姚成毅印”（全南包钢晶环稀土有限公司）法人章壹枚
遗失，声明作废。

▲赣州市赣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9 月 9 日发编号
为：JY13607040052994（赣县区玉天便利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遗失，声明作废。

公 告
尊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

因我局正在办理“黄振胜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一案，
犯罪嫌疑人黄振胜已被我局采取了取保候审刑事强制措施，鉴
于部分集资参与人尚未来我局报案，为维护集资参与人的合法
权益，进一步查清犯罪事实，请未报案的集资参与人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27 日携带本人身份证及相关材料到我局经
侦大队进行报案。

逾期未报案者，将自行承担相应的一切法律后果，望互相
转告。

办案民警：卢警官（18870786216）、蓝警官（18870787649）
特此公告

赣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
2021年10月27日

石城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9:30
对 煤 矸 石 采 购 项 目 进 行 公 开 招 标（ 招 标 编 号 GWX ·
SC-GZ2021-13），因有效投标单位不足三家，根据招标管理规定的
要求，确定本次招标为流标。

联系人：黄蕾、陈洪翰 联系电话：18379873814、19979848581
传真：0797-5763199
公司名称：石城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石城县屏山创业园

石城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7日

石城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加工煤矸石采购项目第一次流标公告

石城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定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 9：30 对
加工煤矸石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诚邀符合条件的单位参加投
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加工煤矸石采购项目招标。
二、招标方式：采用公开招标（自行组织），现场开标。
三、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 11月 14日 17：30

地址:赣州市石城县屏山镇创业工业园内公司综合部办公室
四、报名购买标书联系人及电话：黄女士（18379873814）
五、所有招标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石城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7日

加工煤矸石采购项目招标公告（第二次）

10 月 19 日，江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驻赣县区湖江镇夏浒村工作队

与村两委干部利用晚上时间进村入

户，与 30 多名村民围坐在一起，拉家

常、讲政策、商农事、谋发展、话乡村

振兴，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乡村

夜话”活动。

在这次“夜话”活动中，驻村工作

队员向村民详细介绍了工作队的基

本情况及驻村任务与使命，向村民宣

讲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和当前最主要的工作以及脱贫户可

享受的帮扶政策等。驻村工作队员 和村两委干部还与村民就夏浒村的 旅游开发、种植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

发展方向进行讨论交流，鼓励大家积

极为夏浒村的发展建言献策。在活

动中，大家发言踊跃，你一言我一语，

各抒己见，整个现场气氛热烈融洽。

村党总支书记戚本湖就镇里正在开

展的村民疫苗接种、村居环境整治与

提升、河长制等系列工作落实要求进

行了宣讲。

此次“乡村夜话”活动的开展，

“话”衔接，送实惠；“话”发展，找出

路；“话”幸福，解难题；“话”振兴，鼓

干劲。驻村工作队员表示，今后将大

力推行这种贴近群众、温暖民心、接

地气的“乡村夜话”活动，倾听村民心

声，凝聚民心，共谋发展，共“话”出乡

村振兴的蓝图。 （王秋生 文/图）

一场别开生面的“乡村夜话”

“乡村夜话”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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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2022年度民生工程实施工作，进一步解决

好全市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现特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民生实事意见建议。

一、征集日期
2021年 10月 23日起至 2021年 11月 3日止。

二、征集内容
在群众生产生活、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医疗

保障、教育文体等社会事业、住房保障等领域迫切

需要解决的重大社会民生问题。

三、联系方式
赣州市民生工程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

0797—8991268，通信地址：赣州市市政中心 1 号楼

四楼 1408室，电子邮箱：gzsmsb@163.com。

赣州市民生工程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0月23日

关于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2年度
赣州市民生工程实事意见的公告

根据江西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评

选表彰活动有关规定，为体现公开、

公平、公正原则，现将赣州市参评江

西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评选表彰正式

推荐对象名单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28 日至

11月 3日。公示期间欢迎社会各界监

督，如有异议，请通过电话、传真、电

子邮件和信函等形式向市促进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反

映情况须客观真实，形成文字材料，

以单位名义反映的须加盖单位公章，

以个人名义反映的须签署真实姓名，

并提供有效联系方式。对匿名信和匿

名电话等一般不予受理。

联系电话：8991885
传 真：8991071
电子邮箱：gzsfgb@163.com

通信地址：赣州市章贡区长征大

道 8号市政中心双子楼北楼 2308室
赣州市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0月28日

赣州市参评江西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评选表彰
正式推荐对象名单公示

一、全省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先进单位正式推荐对象

1.赣州市商务局

2.赣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全省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先进个人正式推荐对象

1.陈 睿 赣州市委统战部党外

代表联络服务中心负责人

三、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正式推荐名单

1.王秋麟 和君小镇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

2.徐俊松 赣州市深联电路有限

公司董事主席

3.申慧强 赣州市开源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

4.李上奎 江西悦安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5.刘志高 江西齐云山食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6.刘丽荣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

有限公司工程院副院长

四、全省先进非公有制企业正式
推荐对象

1.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2.虔东稀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5.汇森家具（龙南）有限公司

6.江西金一电缆有限公司

7.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8.江西瑞金金字电线电缆有限

公司

五、江西省优秀创业者正式推荐
对象

1.任国庆 江西挺进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何鹏宇 赣州好朋友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

3.曾 彬 科睿特软件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4.胡道远 江西臻顺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5.唐向阳 大余章源生态旅游有

限公司总裁

6.林路平 江西阿姆源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

7.顾建厦 江西自由王国家具有

限公司董事长

8.黄小红 瑞金市天成农产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

第三届世界赣商大会将于 2021年
11月下旬在江西赣州举办，大会由江西省

人民政府主办，江西省商务厅、赣州市人民

政府承办。为提升大会影响力，展现新时

代赣商精神面貌，集思广益共同办好大

会，现向社会公开征集第三届世界赣商

大会宣传标语。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要求

1.宣传标语要围绕大会主题“赣

鄱奋进新时代 赣商筑梦新机遇”，聚

焦展现江西和赣州特色、彰显赣商情

怀、弘扬赣商精神，符合新时代气息。

2.宣传标语要简洁明了，通俗易

懂，有较强的感染力，原则上每条标

语不超过 24个字。

3.每人最多可报送 5条宣传标语，

并简要阐述内涵。

4.征集时间：2021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1年 11月 8日。

5.坚持自主创作，严禁抄袭。

二、报送渠道

投稿邮箱：gsdh2021@163.com
联系人：刘曦

联系电话：0797-8996163
投稿人请注明“第三届世界赣商

大会宣传标语征集”，并将本人姓名

和联系电话标注在投稿邮件中。

三、组织评选

征集期结束后，主办方将组织对

应征作品进行评选，确定 10 件入闱作

品,并予以奖励。

四、其他事项

1.本次征集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应

征作品须为原创，不得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2.如遇相近作品，以优先提交者

(电子邮件发送时间)为准。

3.本次征集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

办方所有。

赣州市商务局
2021年10月27日

第三届世界赣商大会宣传标语征集公告

本报讯 （特约记者吴寿生 记者
吴明河）日前，记者走进大余县黄龙镇

旱田村花卉苗木基地，只见数十种花

草各展风姿、争奇斗艳，不少游客在花

海徜徉，流连忘返。“在南方红军游击

战争纪念馆参观学习后，不到十分钟

路程就来到这片花海，等下打算再去

梅关景区欣赏银杏。”游客黄鑫说，大

余景点丰富，空气清新，来这游玩不虚

此行。

近年来，大余县围绕打造粤港澳

大湾区文旅康养基地，着力发展以

“红、古、绿、金”为主要特色的全域

旅游，以创建丫山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梅关风景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和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进一步

唱响“大美大余 度假天堂”文旅康养

品牌。

大余素有“儒雅之邦”“梅花诗国”

的美誉，是国家主体功能区示范区、国

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历史文化厚

重，生态环境优美。近年来，该县积极

推动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融合，

深度挖掘红色文化、“周程”理学、牡丹

亭故事、千年驿道、百年钨都、南安九

城等文化精髓，推出了红色初心游、福

地生态游、丝路探秘游、理学溯源游等

4 条精品路线。先后投入资金 63 亿

元，撬动社会资金 51 亿元，落地实施

南安历史文化园、南方红军三年游击

战争纪念馆、牡丹亭文化园、西华山国

家矿山公园、梅岭三章纪念馆、烫皮小

镇、花艺小镇、忘忧谷、长征步道等一

批重点项目。

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疗养健”等

旅游要素，大余县延伸产业链条，拓展

创业平台，吸引外出农民工以及各类

“创客”回乡创业，投资建设乡村旅游

点以及发展餐饮、住宿、绿色农产品、

电子商务等配套旅游，逐渐形成集游

览、商贸、流通于一体的各类旅游综合

体，引导创新创业，激发市场活力。

目前，大余县拥有“中国最美绿色

生态旅游名县”“中国最美乡村旅游目

的地”“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国家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等生态名片，先后

荣获“中国宜居典范县”“国家主体功

能区示范区”“全国文明城市”等荣

誉。现有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1 个，省

级旅游度假区 1 个，国家 3A 级旅游景

区 2 个，江西省 5A 级乡村旅游点 1 个，

4A 级乡村旅游点 2 个，旅游民宿 73
家，“全业、全季、全景、全享”的全域旅

游格局已初步形成。

大余全域旅游开启“全景模式”

本报讯（记者钟瑜）10月 27日，我

市召开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门前三

包”现场交流会，就进一步落实好“门前

三包”进行学习交流。市创文指挥部对

标工作部牵头单位和有关重点责任单

位分管领导，中心城区“五区”城管局、

文明办（创文办）负责同志，以及市文明

办、市创文办干部职工参加会议。

会议采取现场观摩和集中座谈两

个阶段进行。在现场观摩阶段，与会

同志参观了“门前三包”联包联创优秀

经营户舒心农场店“门前三包”执行情

况，听取了章贡区有关负责同志介绍

2020 年 10 月该区开发启用的“门前三

包”联包联创智慧管理系统操作流程，

并就有关问题现场答疑解惑。在座谈

阶段上，市创文指挥部对标工作部牵

头单位、有关重点责任单位分管领导、

中心城区“五区”城管局、文明办（创文

办）负责同志一致认为，智慧章贡“门

前三包”联包联创智慧管理系统是个

好思路、好做法，形成了好经验，并分

别就如何学习落实推广提出了一系列

措施和建议。

会议强调，要明确“门前三包”具

体内容，“门前三包”要包卫生，包秩

序，包美化；要充分认识“门前三包”的

重要性，“门前三包”的落实是各地区

各城市的顽症，是难点，极易反弹，同

时也是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的一项

重要内容，是提升市民生活体验的重

要方面，落实好“门前三包”，也有助于

实体经济发展；要充分了解操作办法，

章贡区“门前三包”联包联创智慧管理

系统等系列做法解决了联动机制问

题，解决了标准规范问题，解决了智能

平台问题，解决了商家参与问题，解决

了监督投诉问题，解决了问题处理流

程问题，解决了考核评价问题以及奖

励问题，为各区提供了很多有益参考；

要完善现有机制和扩大范围，进一步

完善激励机制保证长效，对操作流程

进一步程式化、简单化，并在其他区域

推广；要形成齐抓共管的机制，将“门

前三包”落实情况列入督查督办范围，

由市创文办统领，城管部门牵头，相关

部门和街道社区单位参与，争取本月

底全面启动起来。

我市召开“门前三包”现场交流会

本报讯 （叶波）“我家三代人都在这

里居住，污水排放堵塞、节假日车辆无处

停放等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如今得到解

决，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关心。”近日，龙南

市师范小区居民廖春梅感慨道。

小区的设施建设、环境面貌影响着城

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自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龙南市住建局聚焦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城市提

档升级的重要路径，该局结合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要求，不断优化升级城区基础

配套设施，助力老旧小区旧貌焕新颜。

通过走访调查，广泛收集居民改造意见，

因地制宜确定改造内容和项目，“菜单

式”服务让民生工程更得民心、暖人心的

同时，也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推进奠定

良好的群众基础。

据了解，龙南师范小区始建于 20 世

纪 80 年代，共 5 栋建筑，114 户住户。未

改造前这里墙面脱落、路段破损严重、电

线凌乱等问题既影响着居民的日常生

活，同时也存在安全隐患。近日，笔者来

到该小区，只见施工人员正在安装防护

网和粉刷外立墙面，几辆施工车辆也正

在全力作业，据项目施工方介绍，目前工

程量已经完成了 60%左右，预计 11 月底

竣工，住在这里的 114 户居民将迎来“旧

家新貌”。该市今年共有 6 个片区，27 个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正在施工，改造户数涉及 1075
户、6000 多居民，改造项目力争今年年底全部完工并

交付使用。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群众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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