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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舞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深圳永实建设有
限公司签订的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舞阳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作为委托贷款的委托人，已将其委托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九如路支行向下列借款人发放的债
权及附表提及的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深圳永实建设有
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
人、担保人向深圳永实建设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舞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7年12月15日

权利义务转让公告

序号

1

借款人
名称

郑州利
海农业
有限公
司

债权合同编号

编 号 为 2014
年 3718 委 托
贷款字第 004
号《委托贷款
委托合同》、编
号 为 2014 年
3718 委 借 字
第 004 号《委
托贷款借款合
同》、编 号 为
2015 年 3718
委展字第 001
号《委托贷款
借款合同展期
协议书》

担保人名称

河南广利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广
东利海置地
集团有限公
司、王建虎、
何旺

担保合同编号

2014 年 3718
委抵字第 001
号《委托贷款
抵 押 合 同》、
2014 年 3718
委 保 字 第
009、 010、
011 号《委 托
贷款不可撤销
担保书》

抵押物

河南广利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位
于河南省中
牟县中东路
西侧雁鸣湖
景区北侧牟
国用（2013）
第 187 号土
地使用权作
为抵押担保

白墙灰瓦、感应冲水、干净整洁，一
座新建成的公共厕所在江苏省徐州市铜
山区棠张镇奶奶庙村格外显眼。

“这样的高标准水冲式公厕，我们今
年共建了 86 座，实现自然村全覆盖，达
到每500人至800人有一座高标准公厕
的要求。”棠张镇镇长郭华良说。棠张镇
采取整镇推进的办法，设计上不求“高大
上”，而是符合农村特色，简洁、大方、实
用，配置洗手池和电灯。每座公厕预算
造价 4 万元，等建成验收合格后镇政府
每座奖补2万元，为此镇里拿出170多万
元。同时，对厕所周边进行绿化、美化，

使公共厕所成为村庄文明的样板区域。
“以前农村厕所叫‘茅房’，是‘一个

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个边’，而且找
不到一个公共厕所。”奶奶庙村村民王元
山说，“现在好了，公厕又干净又实用，整
个村子都显得上档次”。

棠张镇的“厕所革命”是徐州市铜山
区大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不
断补齐民生短板的一个缩影。

“修建厕所看似小事，却关系群众生
活，关系农民幸福感，关系乡村文明风
尚，是大民生。”铜山区委书记王维峰说，
去年区里在基层调研，除了道路、医院、

学校等方面的短板群众呼声很高，公厕
少、旱厕脏的问题也成为“热点”。结合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铜山把“厕所革命”
列入2017年为民办实事项目，规划年内
全区建设 1000 座高标准水冲式无害化
公厕，着力解决群众“如厕难”。

同时，铜山区加快家庭污水管道铺
设，通过广泛宣传发动在群众中掀起一
场“厕所革命”，使卫生户厕、无害化卫生
户厕普及率超过98%。目前，抽水马桶、
太阳能热水器、淋浴器等逐步成为铜山
农民家庭洗手间的“标配”。

铜山还将改厕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

来，加强垃圾收集与管理，清理河道，整
治村庄，使村容村貌有了明显改观。在
三堡街道潘楼村，村中河道相连，以前由
于各家各户的小厕所的污染物排放到河
里，造成水质污染；通过改厕、改水综合
治理，厕所垃圾全部进入化粪池进行无
害化处理，保持了河道清洁，形成水韵悠
然的乡村田园风貌。厕所建成后的长效
管护是保证公厕干净卫生的根本。铜山
区制定相关制度，把公厕建设管理纳入
区对镇考核，推行市场化保洁，并对保洁
情况进行一周一检查，厕所渣液则由镇
环卫部门负责半年清理一次。

“以前来来回回跑几趟才能办好，现
在走一趟就行了。”12月11日，吴卫国正
在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行政服务中心城
管局窗口办理挖掘城市道路审批业务，
从受理到办结所有环节仅用 8 分钟，整
个流程之快出乎他的意料。

今年以来，宜春市在江西率先推行
政务服务“一次办好”改革，通过让数据

“多跑路”，换取群众“跑一次”，甚至“一
次都不用跑”，真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目前，宜春市本级和 10 个
县（市、区）公布第一批“一次办好”服务
事项清单共2340项，服务事项办理时限
在法定时限压缩减少 67%的基础上，平
均办结时限再次缩减1.5个工作日。

推行许可预审

日前，宜春保利剧院工作人员陈赵
来到该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智能政
务服务大厅办理营业性演出审批事项。
他拿出身份证在自助服务终端机刷卡
后，按照相关提示，不到2分钟便将资料
提交完成。不一会儿，市文广新局窗口
首席代表周海林来到大厅将陈赵存放在
存取件柜里的纸质材料取走。陈赵感叹
说，“以前，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一般要
等 3 个工作日，现在只需跑一次就能把
事办成，真是太方便了！”

这是宜春市将第一批“一次办好”事

项中的 30 项纳入新投入使用的智能政
务服务大厅，实现便民事项自助办理的
一个缩影。

宜春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行政服
务中心管委会主任卢新明介绍，在全面梳
理政务服务事项“一次办好”清单过程中，
首先必须做到让群众、企业清楚了解哪些
事项属于政务服务“一次办好”范围，以及
所办事项需要提供哪些材料。为此，该市
印制一批“一次办好”事项办事指南放置
于市本级行政服务中心大厅，明确每一个
服务事项的受理条件、申请材料等。同
时，通过网站等线上渠道让服务对象全面
知晓相关办事信息；强化一次性书面告知
制度，在群众或企业咨询“一次办好”服务
事项时，一次性书面告知服务对象须提交
的全部资料及相关要求。

为推行许可预审，提升服务效能，该
市设立智能政务服务大厅，采取“业务数
据后台互认、审批部门业务协同”方式，推
进在线申报与全流程办理，通过宜春市政
务服务网上传电子材料，窗口工作人员先
行预审，预审合格后及时通知申请人到窗
口办理申请事项，避免群众因材料准备不
全而来回奔波。目前，智能政务服务大厅
已受理预审件近4000件。

优化审批流程

“审批事项一律由窗口受理、一律在

窗口审批、一律由窗口提交单位领导研
究、一律在窗口办结出证”。宜春对涉及
多个部门的复杂事项，建立部门联办机
制，探索推行全程代办制，全面实行“四
个一律”审批模式，让“部门围绕窗口转，
窗口围绕群众转”，避免群众和企业在不
同部门和单位之间“来回跑、上下跑”，真
正做到“审”一次就过。

宜春市万载县扶贫办、人社局、卫计
委、民政局在行政服务大厅设立重大疾
病免费救治和贫困人口重大疾病专项救
治“一站式”行政审批受理窗口，实行多
部门全程代办。以前群众要到4个单位
连环跑，法定时限要 4 天才能办好的事
项，现在即来即办，一天之内就能全部
办好。

今年10月1日，宜春市行政服务中
心工商注册窗口实行全区域、全类型、全
环节的企业网上登记，全市范围内的各
类市场主体均可通过“江西省工商企业
登记网络服务平台”申请设立、变更、注
销、备案登记业务，这改变了以往窗口登
记排队、申请、核准、取照等环节来回跑、
反复问的现象，形成在线申请、网上办
理、快递送达的“一次不跑”服务新模式。

“我们正大力推行便民服务‘在线
咨询、网上办理、快递送达’的零上门、
不见面审批办理模式，开展网上申报、
网上受理、网上审核等全程电子化登记
服务，大幅提高网上办事比例，除涉密

或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外，基本实现
‘一次办好’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全覆
盖。”卢新明介绍说，让“数据跑”代替

“群众跑”，有效提高了“一次办好”事项
比例，提升了群众获得感，激发了市场
活力，优化了发展环境。

开通服务热线

由于政府部门服务热线过多，不方便
市民记，尤其是跨部门问题难以解决，缺
乏统一的管理机制和服务标准。对此，宜
春市在原“12345”市长热线电话基础上，
采取直接整合、双线并行、三方通话、互联
互通等形式，整合现有政务服务热线，建
立“12345”一号对外，集电话、网站、短
信、传真、微博、微信等受理服务功能于一
体的政府服务热线平台和工作体系。与
此同时，按照“统一接听、按责转办、限时
办结、统一督办、统一考核”的要求，统一
由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平台24小时
受理社会公众非警务类、非审批类咨询、
求助、投诉、建议等有关事项，群众只记一
个电话号码、只打一次电话，就能及时、快
速、有效地得到政府的服务。

明 年 1 月 起 ，宜 春 市 升 级 版 的
“12345”政府服务热线将投入使用，届时
包含工商、质监、环保等市直单位以及10
个县（市区）共 73 部政务类热线电话都
将统一身份。

本报北京12月21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的《中国技工院校发展报告（2017
年）》显示，2016年，我国技工院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7.6%。

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底，全国共有技工院校 2526
所，在校生超323.2万人。2016年，技工院校招生127.2万
人，比2015年提高4.8%，其中招收农村籍学生98.6万人，
占招生总数的 77.5%；毕业生 93.1 万人，90.9 万人实现就
业。全年开展社会培训451.6万人次。

报告指出，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规模逐步扩大，高端引
领作用凸显。2016年，高级工以上在校生达117.8万人，占
在校生总数的36.5%，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取证人数达
43.3万人，占总培训人数的19.9%。

报告认为，当前我国技工院校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人才不断增长的强劲需求，
为技工教育事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技工院
校投入不足、发展不平衡问题亟待解决，稳定招生规模、
提高生源质量面临较大挑战。“十三五”时期，要打造技
能人才培养层次和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匹配的现代技
工教育体系，以市场需求为引领，优化技工院校结构和
布局。

本报北京12月21日讯 记者顾阳报道：国家“一带一
路”官方网站——中国一带一路网21日正式开通俄文、法
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4个语言版本。目前，中国一带一
路网可同步支持联合国六大官方语言访问，可覆盖全球大
部分地区用户。

此次上线的4个语言版本分别设置了新闻、政策、数
据、商业、人文、观点等栏目，重点面向海外用户提供

“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新闻，权威发布中国投资、贸易、
税收、海关、检验检疫等方面的重要政策法规，汇聚展示
沿线国家旅游美食、消费热点、文化艺术等人文资讯，设
立“一带一路”专题和“一带一路”关键词，全面介绍

“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背景、重要历程、核心宗旨、主
要内容、进展成效等，为海外用户全面了解“一带一路”
倡议提供权威信息服务平台，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国
家信息互联互通与交流合作。

中国一带一路网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指导、国家信息中心主办，丝路国信大数据技术有限
公司、环球网、百度云、安恒信息等提供运营支持。网站自
今年3月21日正式上线以来，建立了覆盖中央多个部委和
全国31个省区市的信息报送体系，陕西一带一路网、广东
一带一路网等地方网站逐步落地，“一带一路”官方发布体
系初见雏形。

本报讯 记者崔国强报道：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近日发
布今年1月份至11月份全国安全生产统计数据。今年1月
份至11月份，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4.4万起、死亡
3.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25.8%和19.3%，重特大事故起数和
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17.9%和 35.3%，全国安全生产状
况总体稳定。

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区依法强化治安，严肃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今年1月份至11月份，全国各地区安全监管部门
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现场监督检查426.2万次，同比上升
11.8%；实施行政处罚12.1万次，处罚罚款28.8亿元，同比
分别上升33.3%、66.8%，其中事前监督监察罚款16.3亿元，
同比上升111.9%。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虽然全国安全生
产状况总体稳定，但11月份以来连续发生火灾、煤矿、化工
重大事故，安全生产工作仍不能放松。年终岁尾，天干物
燥，气候严寒，历来事故多发易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
复杂性，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高度警惕事故暴露出的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批示精
神，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和监管监察，推动企业落实
主体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安全生产形势
稳定。

本报讯 记者李芃达日前从钱学森
论坛媒体通气会上获悉：以“在党的十九
大精神旗帜下，迈向特区发展新高度
——钱学森智库聚焦‘创新中国’”为主
题的钱学森论坛，将于 2018 年 1 月 21
日在深圳市举办。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袁建华总师介绍说，此次论坛为将军
民融合与产业创新工作落到实处，现
场将发布 25 个优势项目，并挑选其中
5 至 6 个进行路演，涉及电子信息、人
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
行业。

据了解，钱学森智库是中国航天系
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创办的高端智库。

“航天是尖端技术最集中、工程实践最复
杂、产业带动性最强的领域之一。”中国
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薛惠锋
表示，钱学森高端智库正是为我国航天
事业乃至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
出谋划策的智囊团。

□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李铁刚

江苏徐州铜山区将改厕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

补齐民生短板 提升乡村文明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徐守军

江西宜春：让数据“多跑路”，换取群众“跑一次”

钱学森论坛将在深圳举办

冬至将至，12月21日，山东茌平县杨屯乡小学、幼儿园开展“包饺子 学

民俗 迎冬至”传统文化主题活动，让学生们感知中国传统民俗文化。

赵玉国摄
学民俗 迎冬至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技工院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7.6%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前11月全国安全生产状况总体稳定

“一带一路”官网新增四个语言版本
目前可覆盖全球大部分地区用户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上海
社会科学院 12 月 20 日首次发布《全球
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数（2017）》报告。
根据报告，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排在
前十的国家分别为美国、中国、新加
坡、英国、日本、韩国、芬兰、德国、瑞
典、荷兰。

报告构建了由数字设施竞争力、数
字产业竞争力、数字创新竞争力、数字
治理竞争力等 4 个维度构成的全球数
字经济竞争力分析模型，通过大规模采
集和分析全球 120 多个国家的数字经
济发展数据，形成了综合性及多维度的
评价。

报告认为，数字经济正在席卷全球，
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在当今数字经济时代，传统产业占比正
在不断收缩，数字经济占比快速上升并
正占据主导。中国在数字设施竞争力上
处于全球第三，数字产业竞争力上处于
全球第二，均较位列其后的各个国家有
较为显著的领先优势。

本报北京12月21日讯 记者顾阳
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通知，提
前下达2018年财政预算内以工代赈计
划 38.4 亿元。其中，安排“三区三州”

（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四省藏区和四
川省凉山州、云南省怒江州、甘肃省临夏
州）以工代赈资金34亿元，占比约90%，
并要求其他省份对本省深度贫困县也要
给予倾斜支持。

以工代赈是一种由政府投资建设公
共基础设施工程、贫困群众参加工程建
设并获取劳务报酬，取代直接救济的开
发式扶贫方式。自1984年实施以来，国
家发展改革委已累计安排1500多亿元，
累计发放劳务报酬160多亿元，在支持
贫困群众物质脱贫与鼓励精神脱贫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贫困地区干部群
众的广泛欢迎。

通知强调，各地要以以工代赈资
金为引领，在“三区三州”等深度贫
困地区大力推广自建、自管、自营等
参与式扶贫方式，组织当地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积极参与工程建设，使以工
代赈回归政策初衷，在改善贫困乡村
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激发贫困群众
光荣脱贫的内生动力，推动贫困群众
实现增收脱贫。

明年以工代赈资金38.4亿元提前下达
90%投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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