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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工商咨询

●免费注册公司18538203296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建造药师咨询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代交契税、房产税务咨询

契税补贴代办15515621329

公 告

● 招标公告

郑州东林润光伏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因厂房租赁到期及拆

迁原因,急需处理压滤机、离子

交换、蒸发器、离心机、污水

处理、锅炉等设备一批,本次招

标采取竞价方式开展,报名截

止时间见报后七个工作日内,
有意者请联系高先生13503852
289，马先生18236666601

●河南韵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
0MA3XECKW04)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由4000万元减少至20万元,请
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

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另:营业执照1正本5副本(91410
100MA3XECKW04),开户许可

证(J4910056676101)和公章一

枚全部遗失，声明作废。

●唐河县成纪电动车有限公司

股东决定,即日起解散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2807
423159KB)本公司已成立清

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声 明

●河南省野狼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91411100M
A45WWW55K)公章财务章发票章
法人章(王彦清)遗失声明作废

●张晶晶身份证(证号4109221
98209225420)于2020年6月
17日在濮阳丢失,特此声明。

身份证遗失期间由此身份证

产生的任何法律、经济责任

概与本人无关。

●安阳市祥腾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遗失合格证一份信息如下

车架号LVAV2AVB6KE3
24261合格证编号WAG139295
258430发动机号198004677Z
LB印刷号No.I2759742，
声明作废。

●张兰妮，身份证号3713271984
02055184，于2020年7月9日
丢失身份证，声明作废。

●刘振博不慎遗失碧源月湖公

寓1-1-1142号房购房收据，

收据编号：3181230，金额：

伍万元整，声明作废。

现代农业强省建设
取得明显进展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农业发展基础更加牢固，
农业发展质量显著提高，现
代农业强省建设取得明显进
展，具体来说，为以下 6个

“高”：产品质量高、产业效益
高、生产效率高、经营者素质
高、市场竞争力高、农民收入
高。

从发展方向上来说，意
见也为河南未来农业发展定
下“步调”，要实现布局区域
化、生产标准化、经营规模
化、发展产业化、方式绿色
化、产品品牌化。其中提到，
发展产业化方面，我省要持
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建设

“大粮仓”“大厨房”“大餐
桌”。

到2025年，省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到
1000家以上；产品品牌化方
面，到2025年，我省省级以
上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企
业品牌、产品品牌分别发展
到200个以上、400个以上
和900个以上。

农业建设
要实现这些“小目标”

如何达到上述目标，真

正把河南建设为现代农业强
省？《意见》提出了 10大行
动：实施粮食生产核心区建
设行动、实施高效种养业发
展行动、实施绿色食品业转
型升级行动、实施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培育行动、实施现
代农业产业园创建行动、实
施农业产业强镇培育行动、
实施数字农业建设行动、实
施农产品质量安全行动、实
施新型经营主体提升行动、
实施农业科技支撑行动。

其中提到，我省将推动
科学技术与粮食产业深度融
合，建设“中国粮谷”。到
2025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稳定在650亿公斤以上；加
快恢复生猪生产，确保生猪
年出栏量稳定在6000万头
左右；到2025年，优质专用
小麦发展到 2000 万亩；到
2025年，规模以上面制品营
业收入达到3200亿元，肉类
制品营业收入达到3400亿
元，油脂制品营业收入达到
600亿元，乳制品营业收入
达到400亿元，果蔬制品营
业收入达到1300亿元左右；
到2025年，创建300个以上
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强镇；
到2025年，80%以上的农业
规模经营主体基本实现农产
品可追溯，50%以上的县
(市、区)达到国家级农产品质

量安全县标准。

连续出台农业发展相关
意见，为的是干好这件
事！

据介绍，近年来，我省粮
食等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显
著提高，粮食产量连续3年
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占全
国 1/10，今年有望再创新
高，肉、蛋、奶、蔬菜、食用菌
等重要农产品产量连续多年
居全国前列，特别是2016年
以来，省政府发展“四优四
化”，推进高效种养业和绿色
食品业转型升级，发展优势
特色农业，农业质量效益明
显提高，农业生产方式、经营
方式、资源利用方式发生深
刻变化，农业发展的主要矛
盾已由农产品供给的总量不
足转向普通农产品供大于求
和优质农产品供不应求并
存，农业发展的质量效益依
然不高，农产品竞争力还比
较弱，农民收入长期低于全
国水平，这要求河南必须持
续转变发展方式，制定《意
见》，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量发
展。

记者注意到，近期我省
陆续制定出台了高标准农田
建设、粮食产业“三链同构”、
数字乡村建设、加快畜牧业
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农业
机械化等方面的政策意见，
与《意见》一起构成“1+N”加
快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
策体系，全面系统部署推进
我省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工
作，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强省，
奋力实现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走在全国前列。

本报讯 近期降水过程
是全省性的，我省多地再度
迎来凉爽的天气。大河报记
者了解到，未来几天，我省东
南部仍会出现较大量级的降
水过程。

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分
析，7月12日8时5500米高
空，延安到汉中一线有一低
槽，短期内影响我省。13
日，我省西部、南部受副高边
缘西南气流影响。14日，有
低槽东移配合低层切变线影
响我省。15日，我省南部受
低层切变线影响。

根据预报，7月13日，三
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信
阳、驻马店六地区阴天，有阵
雨、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
雨，其它地区多云。7月14
日，黄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
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南
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
天气。

7月15日，西南部、南部
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雷阵雨，其它地区晴天间多
云。

我省农业建设
到2025年要实现这些目标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650亿公斤以上、优质专用小麦发展到2000万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到2025年，我省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发展到1000家以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
定在 650 亿公斤以上、优质专用小麦发展到
2000万亩……近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关
于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强省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25年，我
省农业建设要实现这些“小目标”！

未来几天
高温天依然按下“暂停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平安建设工作不仅要宣
传，更要落实。为了消除安
全隐患，七所开展安全生产
系列活动，提高群众安全意
识，共建平安和谐七所。

夏天天气炎热，正是用
电高峰期，用电安全问题始
终记在七所领导班子心里。
七所对电动车充电设备进行
了改造，建立新型充电桩、加
装防雨棚，从根源上杜绝充
电诱发的火灾事故。

为了提升消防安全管理
水平和火灾防御能力，七所
建成微型消防站，加装应急
照明灯，将区域内的消防器
材统一进行了检查和维修，

组织开展消防讲座，为人员
疏散、消防作业打下坚实的
硬件基础。

平安七所，工休共建。
为了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到平
安七所建设中，七所开展“隐
患随手拍”活动，征集安全风
险隐患，强化群众监督作用，
营造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
人。七所将继续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推进安全生产管理，把安全
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为
工休人员撑起安全的第一道
防线。通讯员 梁辰

“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军干七所开展安全生产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