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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区农村扶贫将实现危房零存在
◇全媒体记者 胡军
本报讯 日， 内蒙古晨报全媒体记
者从红山区召开的 2017 年扶贫对象
动态管理暨阶段性部署会议上获悉，
会议提出扶贫政策覆盖全部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社会兜底应保尽保，农村危
房实现零存在。
此次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暨阶段性
部署会议， 旨在进一步落实自治巡视

整改相关工作要求和自治区脱贫攻坚
工作成效交叉考核的相关要求。 厘清
包村领导，驻村工作队、帮扶单位和帮
扶干部，和属地的相关责任。包村领导
要督促各帮扶主体落实工作职责，推
动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政策
覆盖全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社会兜
底应保尽保，农村危房实现零存在。驻
村工作队、 帮扶单位和帮扶干部要找
准切入点、瞄准攻坚点，持续落实好帮

扶政策和措施，努力解决贫困户的现实
困难和问题，提升群众帮扶措施满意度
和帮扶成效满意度。属地要按照自治区
扶贫对象动态管理的工作要求，全区农
村常住人口都要纳入全面清查范围。全
区所有行政村，6 个涉农镇街和 27 个
村的党政一把手都是第一责任人，必
须亲自上手，按照“脱真贫、真脱贫”的
要求，与驻村工作队、帮扶单位和帮扶
干部共同推进工作落实。

义务服务孤寡老人

近日，松山区晨曦社区组织党员
志愿者和爱心人士开展义务服务活
动，为社区内的孤寡老人义务理发和
打扫卫生，志愿者们一边干活一边陪
老人们聊天，了解老人们的生活情况
及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把爱传递到社
区的每个角落，让社区内的孤寡老人
们感受到了来自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全媒体记者 王小溪摄影报道

分类信息

指尖轻触 足不出户
◇ 通讯员 黄继莉

本报讯 松山区国、 地税局在今
年大力推进“互联网 + 政务服务”，联
手为辖区内纳税人办税便捷升档提
速，效果显著、群众满意。目前，提供
的“国地税联合网上办税服务厅”业
务受理包括联合登记、申报、发票、审
批备案等共 14 项涉税业务， 纳税人
在通过联合网厅办理各项业务时，首
先上传资料附件，资料审核通过后再
办理后续事宜，避免了前台受理资料
不全无法办理的问题，同时联合网厅
通过手机短信提示受理流程进度，方
便纳税人及时了解，做到使纳税人少
跑路。此外，配合联合网厅发票邮寄
功能， 与地方邮政速递物流合作，大
力推行“互联网 + 速递服务”业务，纳
税人通过联合网厅领购发票后选取
邮寄方式， 辖区内 24 小时能够收到
发票，有效解决纳税人每月跑办税服
务厅领取发票、排队等待时间较长等
问题，真正做到“服务到家”。到 10 月
末。“联合网厅” 业务绑定纳税人近
9000 户，已受理业务超过两万笔。

热线电话：8224004 18648111998 13847684484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赤峰宏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504045946032709）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公
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2017 年 11 月 22 日

巴林左旗宝顺养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150422MA0NEL7P0P）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2017 年 11 月 22 日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巴林左旗海涛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注
巴林左旗万佳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统一
册号 150422NA001157X） 拟向登记机 社会信用代码 93150422MA0N4JWU01）拟
关申请注销该合作社，请债权人自公告之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该合作社， 请债权人自
日起 45 日内向该合作社申报债权。
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该合作社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2017 年 11 月 22 日
2017 年 11 月 22 日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内 0404 民初 5512 号

（2017）内 0404 民初 6301 号

汪兆赫：
本院受理的原告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诉被告汪兆赫
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内 0404 民初 551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汪兆
赫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
垫付款本金 21000 元，支付违约金 2100 元，计 23100 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89 元，公告
费 400 元，由被告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二 0 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王向龙：
本院受理的原告赤峰市万恒工程机械物资有限责任公
司诉被告王向龙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内 0404 民初 6301 号民事
判决书， 判决被告王向龙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给付原告
赤峰市万恒工程机械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购车款 156000 元、
支付违约金 46800 元、拖车费 11500 元、吊车费 2000 元，
计 2163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273 元，保全费 1270 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二 0 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明利、马文侠：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洪志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内 0404 民
初 672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 " 被告黄明利、马文
侠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张洪志借款 60000 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50 元，由
被告黄明利、马文侠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第十五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巴林右旗诚信养殖专业合作社（注册号
150423NA000082X）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赤峰博华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将营
销该合作社， 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 业执照副本丢失（副本号：2-1），统一社
内向该合作社申报债权。
会信用代码 91150404MA0MWDUA
特此公告
XT，声明作废。
2017 年 11 月 22 日
△赤峰金徽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
注销公告
代码 911504023289888256，声明作废。
△赵岩峰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赤峰市森宏生态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50402597348906D） 公司保险卡丢失，声明作废。
△赤峰奥赛体育健身有限公司松山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公
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分公司将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丢失，内
地税字 150404588825280 号， 声明作
特此公告
2017 年 11 月 22 日 废。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于晓杉：
本院受理原告赵瑞军诉你与被告于九洋追
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2017）内 0404 民初 7476 号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
令二被告偿还原告为其担保的借款 40000 元；
2、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
院定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上午 8 时 50 分在赤
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第十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曹海艳：
本院受理的原告吴井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内 0404 民初 8601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结果为 "
被告曹海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吴井
祥借款 30000 元，支付利息 40800 元，本息合计
70800 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10 元，由被告曹海艳
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十五审判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耿志强、宁立立：
本院受理的原告丁彩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内 0404 民初
541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 " 被告耿志强、宁立立于本
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偿还原告丁彩娟借款 10000 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400 元，
由被告耿志强、宁立立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第十五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李秀明将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丢
失， 内国税字 15232619820827638201
号，声明作废。
△红山区蜕变生活化妆品经销部将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纳税人识
别 号 ：150402197510181729， 声 明 作
废。
△赤峰中策商贸有限公司将营业执
照 正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
150402000040087，声明作废。
△姜涛将营业执照副本丢失， 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150402MA0N140JXA，声明作废。

焦庆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董旭冉、 张玉红诉被告赤
峰正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焦庆华追索劳动报
酬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内 0404 民初 984 号民事判决书
（判项如下：一、被告焦庆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一个董旭冉、 张玉红劳动报酬款
人民币 19622 元；二、驳回原告对被告赤峰正翔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领取上述
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效力。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曹海艳：
本院受理的原告吴井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内 0404 民初 8603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结果为 "
被告曹海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吴井
祥借款 10000 元，支付利息 13600 元，本息合计
236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95 元，由被告曹海艳负
担。"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十五审判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