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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中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拍卖
以下标的：

1.住宅楼，面积80.44平方米，位于洮南市碧兴
园4号楼5单元602，参考价13.5万元。

2.住宅楼，面积46.18平方米，位于洮南市碧兴
园5号楼2单元402，参考价10.2万元。

3.住宅楼，面积46.18平方米，位于洮南市碧兴
园5号楼2单元602，参考价7.7万元。

4.住宅楼，面积46.18平方米，位于洮南市碧兴
园5号楼1单元602，参考价7.7万元。

5.住宅楼，面积55.71平方米，位于洮南市碧兴
园14号楼2单元602，参考价9.3万元。

6.商服楼，面积154.54平方米，位于洮南市乾
元盛世5号楼1层3门，参考价49.5万元。

7.巷道商服楼，面积126.24平方米，位于洮南
市乾元盛世13号楼3单元102，参考价37.9万元。

8.巷道商服楼，面积145.45平方米，位于洮南
市乾元盛世13号楼4单元101，参考价43.7万元。

9.门市楼：建筑面积127.61平方米，位于白城
市开发大街573号楼-1号。

参考价89.4万元。
10.车库：建筑面积18.62平方米，位于白城市

开发大街573号楼。参考价14.9万元。
11.吉 A9EU88宝马X5汽车，2005年 4月登

记，参考价3.3万元。
12.吉G9S500奔驰S500L汽车，2004年9月登

记，参考价6.2万元。
拍卖时间：2019年11月8日9:30
拍卖地点：白城市中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报名及展示时间：2019年11月6日至11月7

日16:00
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身份证件及20%竞买保证

金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标的详细情况请咨
询我公司。

联系电话：3233433
公司地址：白城市幸福南大街26-3号

拍卖公告

张立伟：
你于2017年10月12日在洮南市

长白路交警向阳中队北200米路西建设
的房屋（南北长4.2米，东西宽15米，
高2.5米）是违法建筑。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
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于
2018年4月19日向你送达洮城管限决
字 〔2018〕 第019号《限期拆除行政
决定书》，决定由你履行下列义务：限
你于2018年4月24日前自行拆除上述
违法建筑。在规定时限内你未履行拆
除义务，本机关又于2018年11月1日
向你送达洮城管催告字 〔2018〕 第

0033号《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限你
于2018年11月5日9时前自行拆除违
法建筑，规定时限内你仍未履行催告
书告知义务。特发公告，限你于2019
年11月1日前，自行拆除违法建筑。

当事人如对以上行政决定不服，
可以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洮南
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当事人也可以
自本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洮南
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
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决定
的，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

洮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19年10月28日

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
洮城管公告字〔2019〕第001号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1994年9月，为进

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
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
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
了全面部署。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
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取
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成功实施了党的建
设的伟大工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
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紧密联
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
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
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
心”，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共十三届四

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
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
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
等一系列决定。

为落实十四大提出的党的建设的各项任
务，使党的建设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改革相适应，《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
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

《决定》指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
标和总任务是：“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
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决定》要求在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思想建设和

作风建设部署的同时，着重解决好党的组织建设
这个中心环节，特别是要解决好三个问题：坚持
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特别要注重制度建设；加强
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培养和锻炼数以万计
的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培养和选拔大批
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从而形成了新形势下加强
党的建设的整体部署。注重制度建设，是 《决
定》的一个重要特色。

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以后，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得到进一步推进。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新华社郑州10月27日电（记者李丽静）来自河
南省郑州市政府的消息，为了吸引人才，让其在郑州
扎下根、留得住，郑州市提高人才“宜居度”，对博
士、硕士和“双一流”大学本科毕业生在郑州首次购
房，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2万元补贴。

据介绍，郑州市市委、市政府多策并举给人才提供
各方面的保障，把政策的顶层设计作为重点，突出广泛
性、普惠性、统筹性，分领域、分类别、分层次实施七大
专项计划，推出以“智汇郑州”人才工程为统揽的一系
列体现郑州特点的人才工作新举措、新办法。

除重金吸引以院士等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外，郑
州还推出青年人才储备计划，对新引进落户的博士、
硕士、本科毕业生，3年分别给予5.4万元、3.6万元
和1.8万元生活补贴。高校毕业生创业担保贷款最高
35万元；合伙经营或组织创业的，可获得最高200
万元创业担保贷款。

与此同时，郑州市还对人才在郑期间的生活条
件、生活环境等给予关注。建2.5万套公寓供人才居
住，突出环境优美、交通便捷、配套完善。对顶尖人
才、国家级领军人才，分别提供300平方米、200平
方米免租住房，在郑州工作满10年且贡献突出的无
偿赠予。对博士、硕士和“双一流”大学本科毕业生
首次购房，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2万元补贴。
放宽首次购房补贴发放范围，夫妻双方均符合条件
的，从原有“标准就高、只享受一次”调整为按各自
应享受的标准累计领取购房补贴。

郑州多策并举引才

10月28日，在长兴县小浦镇的便民服务中心内，志愿者指导百姓在自助机上自助办理业
务。该服务中心实施户籍、交通违章、社保、经营许可、水务等多事项联办机制，并开设24
小时自助服务区，推进乡村“最多跑一次”工作。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10月26日，在新疆尉犁县罗布人村寨，游客骑着骆驼前往大漠胡杨景点（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赵戈摄

安徽警方破获期货投资诈骗案

10月27日，在固安县郭翟村一处智能回收服务点，志愿者为小朋友讲解垃圾分类知识。
当日，河北固安县开展“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公益小课堂活动，志愿者向农村小朋友讲

解垃圾分类知识，培养孩子们“保护环境、爱护环境”的意识。 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新华社合肥10月27日电（记者陈诺）搭建
虚假期货交易平台，角色扮演骗得百万钱财。记
者日前从安徽省滁州市公安局了解到，当地警方
远赴广东省佛山市，成功捣毁一个特大虚假期货
平台网络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破获
遍及全国10余个省份的诈骗案件100余起。

2019年9月21日，滁州琅琊警方接辖区
群众高某报案称，过去一个月其被一微信好友
邀请进了一个叫乐某通的网络投资平台进行期
货交易，被诈骗5万元。

警方深挖调查，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的期货诈骗犯罪集团逐渐浮出水面。该犯罪集

团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办公地点位于一闹市区
办公楼里，表面上与普通公司无异。10月11
日，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该窝点被一举捣
毁，相关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经调查，该诈骗团伙大量添加他人微信、
QQ，拉人进群。在群内，诈骗团伙分工合
作，扮演投资老师、经纪人、客服、客户等角
色，诱导受害人在虚假平台进行投资，然后再
通过收取高额手续费和杠杆原理、限制出金等
方式展开诈骗。

目前，相关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我国载人月球探测相关工作正稳步推进

新华社厦门10月 27日电（记者张逸之
喻菲）记者从第一届中国空间科学大会上获
悉，我国载人月球探测相关工作正稳步推进，
有望在月面建设科学考察站，为人类踏上火星
奠定坚实科学与技术基础。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陈善广在于
厦门举行的这次大会上表示，近年来，月球探
测被主要航天国家列为重点发展领域，全球迎
来新一轮探月热潮。我国对载人航天后续发展
也进行了深入论证和长远谋划，就载人月球探
测实施方案开展了多轮深化论证，形成了总体
共识和初步方案，目前相关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陈善广说，载人航天未来的发展趋势是载
人月球探测，建立月球基地，开展科学研究，

拓展人类活动空间，并为月球以远的载人深空
探索不断积累技术和经验，远期目标是实现人
类到达火星。

陈善广说，在载人探月过程中，将通过航
天员在月面架设探测设施，获取数据和样品，
革新人类对月球形成和演化的认识；利用月球
低重力、弱磁场、高真空等特点开展有人参与
的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等多学科研究和原
位资源利用，促进基础科学创新与发展；探索
人在月球的生存能力、方式和基础生命科学问
题，逐步构建月面密闭生活环境，为人类向深
空走得更远打下基础。

第一届中国空间科学大会由中国空间科学
学会发起并主办，于25日至28日在厦门举行。

新华社成都10月27日电（记者高健钧）10
月底，海拔2500多米的四川凉山州布拖县博作
村，不时飘来一阵小雨，让人提前感到了冬天的
寒意。但博作村幼儿园里充满欢声笑语，两个班
70多名彝族娃娃跟着老师又唱又跳。

幼儿园大班6岁的莫什老七皮肤黝黑，胆子
大、不认生，见到记者就大声叫“叔叔好”。他用
带有彝语口音的普通话告诉记者，入园前自己没
有别的地方去，只能待在家里，由于父母在外务
工，有时连一顿热饭都吃不上。如今，让他最开
心的事情就是每天到幼儿园跟老师学儿歌，和小
伙伴一起捉迷藏、一起吃饭。

博作村驻村第一书记罗洪介绍，作为帮扶单
位，国家能源集团四川能源公司投入200余万
元，建了博作村幼儿园和一个幼儿教学点。去年

9月，博作村幼儿园迎来第一批新生，结束了这
个村没有幼教的历史。

听说家乡建了幼儿园，从博作村走出去的且
沙也拉主动要求从布拖县调回村里任教，为家乡
幼教事业做贡献。“我们小时候根本没有上过幼儿
园，上小学前什么都没学过，连普通话都不会
说，真羡慕现在孩子的优越条件。”

为改变当地极为薄弱的教育基础，凉山州于
2015年10月启动“一村一幼”计划，在尚未覆
盖学前教育资源的行政村和人口较多、居住集中
的自然村设立幼儿园和幼教点。这成为当地斩断
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举措。

今年9月，凉山州普格县荞窝镇施加村幼教
点建成开学。上课时，记者走近这个幼教点，耳
边传来“我是中国娃，爱说普通话”的琅琅读书

声。宽敞明亮的课堂、幼儿专用桌椅、黑板、电
视，校园里的组合滑梯、干净的洗手池和厕所，
特别是教室墙上画满的卡通娃娃，挂在天花板上
的千纸鹤和风车，让这里充满了童趣。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教彝族娃娃说普通话，培
养他们勤洗手、洗脸，爱干净的好习惯。这样孩
子回家也能很好地影响家长。”施加村幼教点教师
吉里莫乌只说。

“最重要的成效是普通话教育，如果不在幼教
阶段完成，将大大影响很多彝族娃娃之后的学
习。”布拖县挂职副县长杨建说，长久以来，由
于交通落后，生活闭塞，很多彝族群众不会说普
通话，也听不懂，这成为阻碍当地脱贫攻坚进程
的一大难题。为此，国家能源集团在普格县和布
拖县重点建设教育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已在这
两个县援建幼儿园和幼教点7个，总投入1100
万元。

目前，施加村幼教点设置大、中、小三个
班，有学生143名。“为解决部分娃娃上学太远的
问题，我们还协调33名娃娃住进了施加村小学宿
舍。”吉里莫乌只说。

大凉山彝族娃娃家门口建起幼儿园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侯雪静）乡
村振兴交通先行。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加
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
关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
春生27日表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要与农村
各项事业发展相融合，要统筹制订城乡交通发展
的规划和实施方案，形成城乡联动融合发展的良
好态势。

李春生是在由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主办的
“2019乡村振兴暨交通产业发展峰会”上做出上

述表示的。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交通强国建

设纲要》明确，形成广覆盖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
网，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建立规范化
可持续管护机制，促进交通建设与农村地区资源
开发、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实现以交通便利带动
脱贫减贫等。

李春生表示，完善农村路网还有很大的空间
和潜力，建设产业之路、生态之路、文明之路、
致富之路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要让农副产

品不仅运得出来，还要运得高效，进而助推乡村
振兴，实现产业兴旺，农村繁荣，农民富裕。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尹成杰表示，“四好农
村路”建设给农业生产链、效益链、生态链、环
境链和价值链带来重大变革，必将加速助推乡村
振兴。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陈济丁说，要
建立财政投入增长机制，整合涉农资金、交通资
金等，才能实现农村公路建设主体工程优质，附
属设施完善，群众获得感强等目标。

本次峰会上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举行了全国
“乡村振兴优秀案例”征集启动仪式，面向全国征集
乡村振兴优秀案例，旨在挖掘全国乡村振兴新经
验、新做法、新典型，为社会各界提供经验借鉴。

我国加快推进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上接一版）
此次演练，以城区突降大雪为假想背景，主要检验清雪指令下

达后的应急反应能力和清雪机械设备状况，并通过演练，找准清雪
作业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调整充实重点路段保障力
量，使全部作业人员熟练掌握清雪机械、设备的使用及作业程序、
作业方法和作业标准，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区冬季清雪的效率与效
果。本次演练参演车辆有铲雪车、洒水车、洒步机、融冰机、抛雪
车、滑移车、翻斗车、大黄蜂、道路宝、小黄皮卡等大型机械设备
共68台。驾驶人员70余人，人工清扫队伍约100余人，一场清雪
大演练在洮北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

据了解，车辆管理服务中心提前对所有清雪作业车辆进行了
检修，对所有驾驶员和作业人员进行了雪天安全作业培训。今
年的清雪工作将以为民、高效、洁净为基本原则，重点确保学
校门口、主要路口、政府机关等路段的清雪、融雪工作，确保
道路畅通。

通过演练，提高了清雪设备和人员的快速反应能力，达到了
预期效果，为应对突发雪情提供了保障。清雪标准要达到主次
干道路面见底、无漏段、无残雪、无堆雪，及时清运路边堆
雪，雪情来了，也能很好地进行调度和操作，确保市民的安全
出行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