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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

市 三 源 汇 商

贸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0402698728238Y，所 有 股 东

于 2022年 4月 15日在市老新风酒

店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注销事

宜。股东李旭、张云侠、梅素英。

平顶山市三源汇商贸有限公司

2022年 3月 25日

通知

尊敬的宝丰山河印象业主：

山河印象特定于 2022年 3月

31日交房。按相关疫情防控工作

的要求，为避免人员聚集，项目将

在 2022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6 日进

行分批次交付。请业主仔细阅读

本通知，即日起前来售楼部领取

入伙通知书（入伙通知书已邮寄，

如未收到邮件可来售房部领取），

并带齐相关资料及费用办理交房

手续，在此山河印象全体员工恭

迎各位业主回家。

若您未在上述期间前来办理

交房手续，则视为我公司已按约

定向您履行了全部责任和义务。

详情请致电0375-6327777（销

售）、0375-6326661（物业）。

祝各位业主阖家幸福、万事

如意！

特此公告。

宝丰县金通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 3月 25日

宝丰山河印象交房通知

董世杰（普货）证号：410425197408185035

赵小旭（普货）证号：410425198109173514

杨江红（普货）证号：410423198105097339

潘得甫（普货）证号：410422197102192858

王龙斐（普货）证号：410411198708205532

王俊晓（普货）证号：410426198807157139

邵叶亮（普货）证号：410422198712153893

鲁红田（普货）证号：410421197010071534

杜团迎（普货）证号：410425198010010512

李国燕（普货）证号：410423197510118813

李跃民（普货）证号：41040319691222351X

刘占领（普货）证号：410423197512078050

万兴文（普货）证号：410422197307254813

牛晓岭（普货）证号：410422198909087017

李帅君（普货）证号：410425198602110015

董红蕾（普货）证号：410481198506160013

杨高峰（普货）证号：410425198601266018

乔富平（普货）证号：410423198006069519

牛艳涛（普货）证号：410421199203043037

和二杰（普货）证号：410423199312166418

孙遂杰（普货）证号：410422198602187611

崔德欣（普货）证号：410421197102063515

朱广义（普货）证号：410422197711081010

王居亚（普货）证号：410421198807251019

宋殿臣（普货）证号：410425198001120015

刘建民（普货）证号：411024196803177818

张钢钢（普货）证号：410403198302155512

申春雷（普货）证号：410421198903031016

王英语（普货）证号：410423197708196913

叶文旭（普货）证号：410421199201221039

李铁锤（普货）证号：410403197407163012

石进强（普货）证号：410425198504023030

袁志友（普货）证号：410403196709080015

郑小伟（普货）证号：410481197809099075

杨武刚（普货）证号：410185198104065055

邓现辉（普货）证号：410422197508207618

邵园龙（普货）证号：410422197910229137

遗失声明
以下人员货运资格证丢失，声明作废。

新华社北京 3 月 24 日电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到农业农村部考察，并主持召开

座谈会。

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李克强

听取了春管春耕、农资供应等汇报。他

十分关心受去年秋汛影响、播种延后地

区的小麦苗情，得知目前一二类苗比例

比冬前大幅提高，李克强叮嘱继续做好

精准指导和服务。他勉励工作人员说，

农情连着粮情，粮情连着民情，民以食

为天，要持续加强监测，有情况及时反

映，有建议及时提出，共同促进农业稳

产增产。

座谈会上，农业农村部作了汇报，

河北、黑龙江、河南省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通过视频发了言。李克强说，农

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近年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各方面共同努力，农业农村发展取

得显著成绩，粮食连年丰收。当前国

际形势复杂严峻，物价大幅上涨、农产

品市场波动加剧等不稳定因素增多，

国内发展和农业生产也面临新挑战。

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库存充足、供

给是有保障的，但要始终绷紧立足自

身保障粮食安全这根弦，以国内稳产

保供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

性，这对稳定物价、稳定经济运行、稳

定社会大局至关重要。要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新发展理

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抓牢抓实农业生产，推

进改革，保障 14 亿多人的“米袋子”、

“菜篮子”，夯实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的基础。

李克强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农时

不等人。现在春管春播正由南向北大

面积展开。北方小麦主产区正值小麦

返青的关键期，苗情还有提升空间，要

通过科学追肥等促进弱苗转壮，加强后

续田间管理，确保夏粮丰收。抓实抓细

春耕备耕，着力落实春播面积，鼓励有

条件的地方多种双季稻，确保今年粮食

产量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

李克强说，各方面都要着眼大局，

落实责任，有力支持农业生产。农资是

粮食的“粮食”，要针对化肥、农药、柴油

等价格上涨问题，从减税降费、原材料

供应、用能等多个环节支持企业增产增

供，同时保障农资运输和末端配送。对

其中的特殊品种，要专门研究相关支持

措施，促进企业挖潜增产和拓展多元进

口，用市场化办法做好储备调节。国家

已出台对实际种粮农民再次发放 200

亿元农资补贴的举措，要做深入细致的

工作，尽快发放到位，保护种粮农民积

极性。要加强监测预警，科学及时应对

气象、病虫等灾害。

李克强说，我国实现现代化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农村户籍人口还有 7.6亿，

要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为工业化城镇

化提供支撑，工业化城镇化可以带动农

业现代化。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尊重农民意愿，因

地制宜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牢牢守住 18亿亩耕地红线，持续推进农

田水利设施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良

种、先进农机装备攻关和推广应用，不

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胡春华、肖捷、何立峰参加上述活

动。

李克强考察农业农村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

不误农时抓好春管春耕保障粮食安全
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坚实支撑

（上接第一版）

该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深化拓展产业发

展“四链模式”，围绕生态农业、生

态旅游、农家乐等产业，成立 10 个

产业党总支、101 个产业党支部，1

万多名党员活跃在产业发展一线，

2.2万名群众脱贫致富。

团 城 乡 旅 游 党 总 支 引 导 寺

沟、花园沟、牛王庙等村发挥生态

优势，整合旅游资源，对水、电、

路、网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

发 展“多 彩 田 园 ”及 高 端 民 宿 项

目，打造全域生态旅游，年接待游

客 12 万人次。目前，全县累计发

展旅游村 78 个、“农家乐”专业村

30 个，特色明显、设施完善、功能

齐全的星级农家乐达 155 家，尧山

镇上坪村五星级农家乐的年收入

均超 30万元。

如今，红色和绿色已经成为鲁

山县乡村振兴的亮丽底色。

红色资源“活”起来
绿色生态“动”起来

（上接第一版）

二是促进就地就近就业。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持的优势

特色产业项目，优先吸纳脱贫人口就

业；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提高以

工代赈项目劳务报酬占比，动员脱贫

人口参与项目建设；推动就业帮扶车

间健康发展、壮大升级，对就业帮扶

车间吸纳脱贫人口给予奖补；依托乡

村建设行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等，统筹用好各类乡村公益性岗

位，托底安置其中符合就业困难人员

条件的弱劳力、半劳力和无法外出、

无业可就的脱贫人口。

三是组织开展“雨露计划+”就

业促进专项行动。引导脱贫家庭

（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新成

长劳动力接受中、高等职业院校和

技术院校教育，发挥建筑、物流、电

力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作用，促进

雨露计划毕业生实现就业。

通知要求，各地要进一步加大

对脱贫人口就业帮扶的政策扶持

力度，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多方合

力，加强考核督促，营造良好氛围，

高质量完成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各

项任务，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做好2022年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

3月 24日，搜救人员在事故核心区继续搜寻失事飞机的另一个黑匣子和相关残骸。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事故核心现场搜索工作继续进行

新华社广西梧州3月24日电 记

者从24日在广西梧州举行的“3·21”东

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国家应急

处置指挥部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搜救人员在离事故核心现场约十

公里处的梧州市藤县藤州镇四旺村鸦

塘组一农田发现一个疑似飞机残骸碎

片，长度约1.3米，最宽处约10厘米。

广西壮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总

队长郑西介绍，搜救人员在事故核心

现场东面向外扩大搜寻范围，并沿飞

机航线组织发动梧州市沿途4个乡镇

专职消防队、103名村屯消防网格员和

速报员，对 17个乡镇范围内的 266个

村屯、735人进一步现场排查和电话询

问。“根据今天调派的力量和布置的作

业时长，我们预计24日的搜寻范围会

比23日扩大1.5倍。”

截至24日 16时，共搜寻到遇难者

遗物 21件、飞机残骸 183份和部分遇

难者遗体残骸，已移交调查工作组。

距核心现场约十公里处发现疑似飞机残骸

新华社华盛顿 3月 23日电 （记者

熊茂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23 日宣

布，针对特朗普政府时期得到加征关税

豁免、但豁免已过期的 352项中国输美

产品，将继续实行豁免政策。但这一数

字少于先前纳入豁免范围的 549项。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挑起

对华贸易争端，依据所谓“301条款”，即

美国《1974 年贸易法》第 301条，对每年

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关税。考虑到供应链情况和企业负担，

特朗普政府批准对部分产品豁免加征

关税。绝大部分关税豁免已于 2020年

底过期。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去年 10 月启动

关税豁免审查，考虑是否对此前有豁免

资格的 549项产品继续实行豁免。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23日在一份

声明中说，继续对其中 352项中国输美

产品实行豁免，豁免期将回溯至 2021年

10月 12日，直至 2022年 12月 31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清单

包括泵类产品和电机等工业部件、部分

汽车零部件和化学品，以及背包、自行

车、吸尘器等消费品。

今年3月初，代表170多家行业协会

的“美国人支持自由贸易组织”致信国会

两党领袖，认为美国政府对关税豁免的

复审范围过于狭窄，呼吁启动全面、透

明、公平且具有回溯效力的关税豁免程

序。联名信援引穆迪报告说，加征关税

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打击最大，绝大部

分费用由美国人承担，关税也加剧了美

国通胀压力。

对部分中国输美产品

美宣布继续豁免加征关税

新华社北京 3月 24日电 （记

者刘夏村）记者 24 日从应急管理

部获悉，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

室、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要

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以东

航“3·21”坠机事故为警示，全面排

查整治各行业领域安全隐患，坚决

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通知要求，要立即开展民航安

全隐患排查，深入排查安全思想认

识、专业队伍建设、规章标准执行、

安全管理链条、安全保障能力、安

全责任落实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

时整改到位。

通知强调，要举一反三全面排

查整治重大安全风险，紧紧扭住遏

制重特大事故这个“牛鼻子”，深入

研判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交通旅游等收入大幅下

降、制造业成本上升等带来的安全

风险，突出易导致群死群伤的重点

单位，及时采取有力有效管控措

施。

通知指出，春季气温波动大，

是各类自然灾害多发时段，要时刻

保持应急状态，有力应对事故灾

害。要健全灾害性天气会商研判机

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督促落实人

员转移避险和停工、停产、停运、停

课等措施，严防发生群死群伤。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印发通知

举一反三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据新华社长春 3月 24 日电 （记者

段续、赵丹丹）记者从吉林省卫健委了解

到，23 日 0-24 时，吉林省新增本土确诊

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超过 2500 例。截

至目前，吉林省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

确诊病例已超 2万例。

在 24 日召开的吉林省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吉林省卫健委副主任

张力表示，目前，在院治疗患者 98%以上

为轻症，重症患者和危重症患者为极少

部分，经过分层诊疗、分级救治，截至 23

日 24时，已累计治愈出院和解除无症状

感染者医学观察超过 1300例。

从 24日开始，长春市开展新一轮全

员核酸检测。吉林省疾控中心副主任王

岙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株隐匿性更强、传

播速度更快，临床症状不明显或无症

状。需要通过多轮核酸检测尽快、尽早

筛查出阳性感染者，并采取管控措施，有

效控制疫情。

在追踪阳性感染者方面，张力表示，

长春市流调溯源专班 24 小时接收核酸

检测阳性结果，随接随查、日清日结。吉

林市集中力量攻坚存量人员流调工作，

为转运隔离清零争取时间。

下一步，吉林省将继续严格执行分

区分级管控，落实好静态管控措施，按照

国家规定动态调整封控区、管控区，严格

控制人员流动聚集。居家群众物资供应

是管控工作的重要环节，张力表示，针对

线上订单量大，分拣、配送能力不足的现

状，各地正着力解决，同时采取专业公司

与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结合的方式，增

加小区派送力量，努力确保基本生活物

资及时供应。

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超2万例

吉林持续加大追踪力度

◉记者 3月 24日从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 8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

车运行图

◉据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家法

院日前判决及中国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公告，美国对中兴通讯的

合规监察期于美国时间 3月 22日

结束，且不附加任何处罚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 3

月 23 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谈

判已接近达成最终协议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3月 23日说，北约将大幅增加部署

在其东翼的作战部队，同时重申乌

克兰加入北约“不在议事日程上”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布达佩斯 3 月 23 日

电 （记者陈浩）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23 日表示，匈牙利政府强烈反对

制裁俄罗斯能源部门。

欧尔班在当天发给匈牙利通

讯社的视频信息中说，必须阻止将

欧盟制裁目标扩大到俄罗斯能源

部门的提议，“我们必须保护匈牙

利的国家利益，接下来的两天里我

们要在布鲁塞尔取得胜利”。

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外交部

长西雅尔多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会议上说，匈牙利不支持任何针对

俄罗斯的能源禁运，这会危及匈牙

利能源安全。西雅尔多还在其社

交媒体账号上说，立即切断对俄罗

斯的能源依赖不现实，“来自俄罗

斯的天然气和石油在匈牙利、中欧

和整个欧洲的能源供应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24 日至 25 日，欧盟成员国领

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会

议，讨论对俄罗斯进行新一轮制裁

的措施。

匈牙利强烈反对制裁俄罗斯能源部门

3 月 23 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

州阿拉比，人们查看被龙卷风损坏

的房屋。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南部

和南部地区近日持续遭遇龙卷风

等恶劣天气，截至 23日已有至少两

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大量建筑物

受损。 新华社发

恶劣天气持续袭击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