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姻遗失声明
内蒙古自治区有色地质勘查局四队银行存

款人密码纸遗失袁核准号院J1910000375703,开户银
行院 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营业部车站西街支
行袁开户账号院15001706655050000664袁声明作废遥

冯鑫垚叶出生医学证明曳遗失袁性别院男袁于 2016
年 5月 19日 8时 58分在霍林郭勒市人民医院出
生袁 母亲院 赵小莉袁 父亲院 冯广虎袁 出生证编号院
P150236211袁声明作废遥

2023年 2月 9日

姻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温晓梅同志 渊身份证号 152201197702122525冤袁

因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遥依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曳及公司规章制度袁我公司决定于 2023
年 1月 13日与你解除劳动合同遥 经多次电话及
EMS快递与你联系未果袁现通过公告方式予以送达遥
请你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0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
手续遥 逾期后果自负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袁 经过 10
日袁即视为送达遥

特此公告遥
内蒙古金安达人力资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 2月 9日

姻公 告

新城区老狗汉堡店院
本院受理多捷与你单位劳动报酬案件渊新劳仲

案字也2022页864号冤曰本院受理白忠海与你单位劳动

报酬案件渊新劳仲案字也2022页865号冤袁因无法与你单
位取得联系袁根据叶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曳第
二十条的规定袁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尧开庭
通知书尧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仲裁材料遥现定于
2023年 3月 7日上午 9时在呼和浩特市通道北街与
快速路交汇处东南角(原呼运大院元福酒店楼冤三楼
仲裁庭开庭袁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袁本院将作缺席裁
决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袁即视为送达遥请于开庭
后 15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决书袁 逾期不领即视为送
达遥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

2023年 2月 9日

姻债权转让通知书
刘生美院

根据民法典相关法律规定及我本人张龑与杨

占华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袁现将我对赵彦军的 50万
债权及利息及你所承担的担保责任袁 一并转让给杨
占华遥 你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之日起应当向杨占
华履行全部的担保责任遥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
人杨占华书面同意袁不得随意撤销遥

特此通知

张龑

2023年 2月 9日

姻债权转让通知书
高来院

根据民法典相关法律规定及我本人张龑与杨

占华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袁 现将我对你所有债权及
利息及其他一切债权相关的权利一并转让给杨占

华遥 你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之日起应当向杨占华
履行全部的还款责任遥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人
杨占华书面同意袁不得随意撤销遥

特此通知

张龑

2023年 2月 9日

姻债权转让通知书
张贤亮院

根据民法典相关法律规定及我本人张龑与

杨占华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袁现将我对你的 100
万元债权及利息及其他一切债权相关的权利一

并转让给杨占华遥你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之日
起应当向杨占华履行全部的还款责任遥本债权转
让通知未经债权人杨占华书面同意袁不得随意撤
销遥

特此通知

张龑

2023年 2月 9日

姻债权转让通知书
梁博琛院

根据民法典相关法律规定及我本人张龑与

杨占华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袁 现将我对张贤亮的
100万元债权及利息及你所承担的担保责任袁一
并转让给杨占华遥 你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之日
起应当向杨占华履行全部的担保责任遥 本债权转

让通知未经债权人杨占华书面同意袁 不得随意撤
销遥

特此通知

张龑

2023年 2月 9日

姻债权转让通知书
杜荣飞院

根据民法典相关法律规定及我本人张龑与杨

占华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袁 现将我对张贤亮的 100
万元债权及利息及你所承担的担保责任袁 一并转让
给杨占华遥 你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之日起应当向
杨占华履行全部的担保责任遥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
债权人杨占华书面同意袁不得随意撤销遥

特此通知

张龑

2023年 2月 9日

姻债权转让通知书
赵彦军院

根据民法典相关法律规定及我本人张龑与杨

占华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袁现将我对赵彦军的 50万
债权及利息袁一并转让给杨占华遥你自接到该债权转
让通知之日起应当向杨占华履行全部的还款责任遥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人杨占华书面同意袁 不得
随意撤销遥

特此通知

张龑

2023年 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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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责编院李海涛
制版院高如哈

分类信息

通辽讯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袁激励全市公安交管队伍敢于担当尧
积极作为袁 按照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及通辽
市公安局党委的相关部署要求袁近日袁通辽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组织召开野抓党建尧整作
风尧强素质尧树形象冶专项活动工作部署会遥
支队党委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
议袁会议由交管支队党委书记尧支队长刘延
华主持遥

会议传达了 叶通辽市公安局交管支队
野抓党建尧整作风尧强素质尧树形象冶专项活
动工作方案曳 和 叶通辽市公安局交管支队
野抓党建尧整作风尧强素质尧树形象冶专项活
动工作任务清单曳袁并指出开展这次专项活
动是推动交管队伍纪律作风全面向好尧能
力素质全面提升尧 正面形象全面树立的重
要举措袁支队各部门要提高重视程度袁扛起
主体责任袁紧盯突出问题和短板弱项袁强化
履职尽责袁确保活动取得实效遥

会议强调袁 支队各牵头部门要在充分
吸收以往教育整顿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袁对
照工作方案认真组织谋划袁 建立起一套严

密完整的工作野全域图冶和野路线图冶袁聚焦
各项目标任务袁实现野清单制尧责任制尧销账
制冶袁切实将此次专项活动抓出成绩尧抓出
亮点遥 同时袁支队将把此次专项活动纳入各
部门年度绩效考核范围袁 定期巡回开展联
合督查尧专项督查袁及时发现问题袁及时督
促整改袁确保此次活动不断走深走实遥

会议要求袁支队全体民警尧辅警要深刻
认识开展此次专项活动的重大意义袁 坚持
野学与干冶并重尧野查与改冶贯通尧野建与治冶结
合袁认真抓好野分类施策抓党建冶野自查自纠
整作风冶野聚焦短板强素质冶野严格要求树形
象冶四项重点工作的贯彻落实遥 同时袁以野减
量控大冶工作为抓手袁将专项活动与公安交
管主责主业相结合袁 做到教方法和交任务
同时实施袁抓落实和解难题一同进展袁推动
各部门之间形成统筹兼顾尧 齐抓共管的工
作机制袁全力确保活动稳步有序推进袁为完
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
务尧全方位建设野模范自治区冶贡献公安交
管力量遥

(申丹)

专项活动抓党建 整顿作风树形象

2015年 11月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颁布叶关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曳袁发起了一场大规
模扶贫减贫的野战役冶遥2020年底袁脱贫攻坚战
取得全面胜利袁现行标准下 9899万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遥 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伟大成就遥 在此基础上袁2018年尧2021年的中
央一号文件提出 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冶野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冶袁指出野民族要复兴袁乡村必振
兴冶袁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
项重大任务遥

振兴乡村袁首先离不开人袁而人才更是其
中的关键遥 所以每年都有数以百万的高校毕
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号召袁
走进农村袁走上田间地头袁助力农村发展,改
善乡村村容村貌遥而我袁也是当年投身乡村振
兴事业百万大军中的一员遥

在读研期间袁 我就有了在农村发展的想
法袁农村的青山绿水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我遥
2020年硕士毕业后袁 我就从事了与农业相关
的工作遥工作期间袁我了解到了乡村休闲旅游
这个行业袁通过进一步学习和考察后袁我决定

辞职袁去农村发展遥
在学习尧了解了乡村振兴相关政策后袁我

决定创办一家乡村休闲旅游农场袁 经过郑重
的思考袁 我把休闲农场的位置定在了呼和浩
特市赛罕区榆林镇东干丈村遥

东干丈村袁 是榆林镇 8个革命老区村之
一袁获得过野国家森林乡村冶的荣誉称号遥村子
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十分优越袁105省道穿
村而过袁村东 2公里处是著名的九龙湾景区袁
村西有绝美的高山草原圣水梁袁 沿途有集吃
喝玩乐为一体的恼包旅游村袁 还有大大小小
的特色景点若干遥 每到节假日休息时袁105省
道车流人流不断遥

确定好地块后袁 我立刻去赛罕区榆林镇
东干丈村委会找到书记高利兵袁 在和高书记
表达了我的想法后袁 高书记高兴地说院野年轻
人袁有创业的想法是个好事情袁我们村委会全
力支持你浴 冶随后袁在高书记和村委会的帮助
指导下袁 我很快就完成了租地合同的签订和
相关手续的办理遥接下来袁就着手休闲农场的
建设了袁但由于天气逐渐转冷袁施工建设不得

不等到来年春天进行遥
2022 年 4 月的一天袁高书记打来电话院

野天气转暖了袁差不多就施工吧浴 冶我早就等
盼着这一天的到来袁 农场施工建设立即展
开遥 因为东干丈离市区有点远袁面临着雇工
难的问题袁我向村委会求助袁高书记说院野我
帮你解决冶遥 于是袁热心的村民都来帮忙了遥
之后的工地用水尧农用车辆尧建筑材料等诸
多棘手问题都在村委会的协调下解决了遥
经过四个月紧锣密鼓的奋战袁 庄园的基础
建设已经基本完工袁 考虑到经费和时间因
素袁我决定先营业袁后续再逐步完善遥 8 月
初袁庄园开始了试营业袁通过自己和村里协
助宣传袁一批又一批的游客纷至沓来遥 看到
游客们脸上的笑容袁 我们的心里感到美滋
滋的遥 期间袁赛罕区和榆林镇里的领导也非
常支持我们袁来庄园参观袁还提出了宝贵的
建议遥

有一段时间袁因为疫情肆虐袁庄园的经营
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袁 我们也被隔离在庄园一
个多月袁 期间多次得到了村委会和镇里的照

顾袁大家心里感到十分的温暖遥
2023年袁庄园能够投入正常运营袁让我充

满了成就感遥但我清楚袁现在还不是骄傲的时
候袁因为庄园才刚刚起步袁有许多地方还要完
善袁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遥我当初决定做这件
事的初心是要帮助乡亲们增收致富袁 现在做
的还远远不够袁所以袁我要静下心来袁站在广
大村民的角度袁 认真思考我们的休闲庄园未
来应该做什么尧怎么做袁才能带给大家实惠袁
实现自己的初心遥
这些年袁 我实实在在的体会到党和国家

对青年人的关怀和培养袁 见证了村民们的生
活方式和精神面貌的悄然改变袁 明白了为什
么野民族要复兴袁乡村必振兴冶的道理遥作为一
个生在红旗下尧长在红旗下的青年人袁我要积
极响应国家的号召袁坚守自己的初心袁牢记自
己的使命袁做好青年带头人的角色袁合理的利
用好自然和人文资源袁发展乡村休闲旅游袁助
力乡村振兴袁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自己的力量遥

渊李睿光冤

在革命老区奏响乡村振兴“幸福曲”

会议现场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