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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
则》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现将对榆林市新泰百顺商
贸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610800MA70345094)法定代表人刘双完，《税务
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榆税二稽罚告［2019］13号）
予以公告送达，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
送达。

本公告送达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受送
达人到国家税务总局榆林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领取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书面文本。

地址：榆林市榆阳区长城北路12号
联系电话：0912—3420370

国家税务总局榆林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9年11月8日

国家税务总局榆林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送达公告

榆税二稽公告[2019]1号 受委托，陕西信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对以下标的
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以网
络拍卖的方式公开处置，欢迎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
报名竞买。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神木市神木镇呼家圪台村正
和紫郡小区房地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共
46624㎡，其中第一区块面积为23681㎡（产权证号：
陕（2019）神木市不动产权第03084号）；第二区块面
积为22943㎡（产权证号：陕（2019）神木市不动产权
第03085号），现有地上建筑物为框剪结构，用途为住
宅，建筑面积约为114560.80㎡；地下建筑物为框架结
构，用途为地下车库，建筑面积约为32905.16㎡，总建
筑面积约为147465.96㎡。

二、网络拍卖开始时间：2019年11月15日10时
起开始网络自由竞价，自由竞价周期为60分钟，限时
竞价周期为2分钟。

三、展示时间及地点：2019年11月11日至14日
(上午9时—11时30分，下午2时—5时）在标的所在
地进行展示，拍卖通过网上进行，竞买人请登录进入

“陕西信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专题页面：（https://
paimai.caa123.org.cn/pages/enterprises/com -
panydetail.html?companyId=13886），按照《竞买
须知》及网络拍卖页面提示，进行报名和参与竞买。

四、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和中国境内合法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参与
竞买。

五、保证金金额：竞买保证金人民币8000000元
（捌佰万元整），以款到指定账户为准。

交款信息如下：
户 名：陕西信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账 号：6100 1865 0000 5000 0106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东新街

支行
六、竞买报名截止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

11月14日下午16时前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到我公
司指定账号，并办理完毕竞买登记手续。

七、办理成交确认手续：
竞买成交后，买受人请携带相关证件于2019年11

月20日前在拍卖人办公地现场办理成交确认手续。
联系人：15353163636 魏先生（榆林）

17729288207 何女士（神木）
13629276081 任先生（西安）
029—87423819 办公室

报名地址：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榆商大厦A
座21层办公室

西安市翠华路500号佳和中心B座706室

拍卖公告

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审批

效率，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市统一的网

上中介服务超市，加快形成竞争有序、便

捷高效的中介服务市场，根据《陕西省规

范中介服务专项行动方案》（陕政办发

【2019】22号）和《榆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五大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榆政办发【2019】42

号）文件要求，榆林市政务服务中心决定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首批符合条件的中介

服务机构进驻榆林市网上中介超市，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全国各地有意在榆林开展中介服务，

依法设立、具备专业资质（资格）条件并能

承担相应责任的中介机构，均可自愿申请

入驻榆林市网上中介超市，在资质（资格）

许可范围内开展从业活动，并接受行业主

管部门和中介超市管理机构的监督。

二、入驻条件

(一)依法登记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取得法定中介服务资质；

(二)能独立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法律

主体；

(三)近两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

(四)有健全的执业规则及相应的管理

制度；

(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三、申报资料

(一)《榆林市网上中介超市进驻登记

表》(附件1)；

(二)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书复印件(属事业单位的，提供法人登记证

复印件)，“多证合一”后登记企业只需提供

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业务

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四)资质(资格)证书复印件；

(五)中介机构内部管理制度及获得执

业相关的荣誉情况证明材料；

(六)中介机构所在地人民银行或法定

征信机构出具的信用报告；

(七)中介服务机构进驻网上中介服务

超市承诺书(附件2)。

四、报名要求

（一）报名时间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31日。

（二）报名方式

本次征集中介机构采取网上和现场两

种报名方式。

1. 网上报名：中介服务机构可登陆

榆林市中介服务超市（http://zwzx.yl.

gov.cn/cms）依据超市指南进行注册、

申请入驻。

2.现场报名：榆林市政务服务中心六

楼628办公室。

五、进驻流程

（一）注册审核。中介服务机构提交网

上注册申请后，由榆林市政务服务中心代

办服务科进行审核，对中介服务机构提交

的申请及电子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审核基

本信息是否准确和申请材料是否齐备。

（二）现场校验。审核通过后，通过网

上中介服务超市系统平台反馈申请人，需

现场核验中介机构提交的资质等原件信息

情况。

(三)进驻公示。审核无误后，在榆林

市网上中介服务超市首批中介机构目录，

并进行公示。

六、注意事项

（一）中介服务机构进驻中介超市后，

需指定专人负责信息维护，并及时更新本

单位的信息。

（二）中介服务机构进驻中介超市后，

应妥善管理本单位的登录账户和密码，因

自身原因导致的损失和不良影响，由各单

位自行承担。

（三）中介服务机构申请应根据自身业

务范围慎重选择中介服务事项，如中选后

经审查业务范围与所选择中介服务事项不

匹配的，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七、咨询方式

榆林市政务服务中心代办服务科：

0912—8187644、0912—2330444

欢迎各中介机构加入榆林市网上中介

超市。

榆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19年10月30日

关于公开征集中介机构入驻榆林市网上中介超市公告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务院减轻企业负
担部际联席会议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
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8]14号）、《陕西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账款工作方案的通知》（陕政办函[2018]355号）和
《榆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清理拖欠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账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榆政办函
[2019]13号）文件精神，为尽快解决榆林高新区系统
（包括管委会内设各部门、下属事业单位、榆林榆横实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榆林经济开发区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和榆林市榆横能源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拖欠民营

企业中小企业账款问题，现公告如下：
一、望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持

有关债权凭证到榆林高新区清欠办办理结算手续。
二、若有关债权人在本公告期内未来办理结算手

续，由此产生的责任与风险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联系地址：榆林高新区创业大厦1506
联 系 人：曹玉婷
联系电话：0912—2399356 13992211056
特此公告

榆林高新区管理委员会
2019年11月6日

榆林高新区管委会清理债务的公告

（上接第一版）
一方面，按照中省顶层设计要求，

对于中省下达的改革任务，做到全面承
接，不讲条件、不折不扣完成，上级有要
求，榆林有行动，上级有动作，榆林有跟
进，争取为全省创造可推广可复制的经
验。截至2018年，累计承接中省改革
任务 310 项，按进度推进率 100％；
2019年，承接中省改革任务131项，已
经通过《改革工作要点》印发，各项任务
全面推进，取得丰硕的成果。

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基层开展彰显
榆林特色的改革探索，涌现出不少改革
亮点，很多工作走在中省前列。榆林是
能源大市，推动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转
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为使全市领导干
部从传统的“能源依赖思维中”跳出来，
组织开展了“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榆林
怎么干”主题活动，启动“解放思想、更
新观念”大讨论，组织十大战略问题研
究，聘请国家级研究机构和院士级水平
人士领衔指导，调动四大班子成员合力
攻关，用改革的思维解决发展中遇到的
体制机制障碍，物化研究成果60多项，
筛选出电力改革、园区改革、煤炭矿业
权清理整顿等27项阶段性重大事项作
为主抓手，推出一批破解榆林发展瓶
颈、体现“榆林元素”的重大改革创新举
措。比如，开展产业园区改革，激发园
区发展活力；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大幅

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开展煤炭矿业权清
理整顿，加快组建榆林能化交易中心；
率先在全省实现市县镇三级政务服务大
厅标准化建设和互联互通；“三变”改革成
功经验多次在中省会议作经验交流，受到
高度评价；率先实行十五年免费教育，教
育综合改革有关经验被省教育厅借鉴推
广；引入住院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DRGs）支付方式，为全国做出了有益的
尝试与探索；榆林高新医院被民政部中国
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列为“全国爱心护理
工程建设基地”，被省民政厅、财政厅列为
全省“医养结合”示范典型养老机构；深入
推进媒体融合，整合形成“报、台、播、网、
新媒体”五位一体的传播体系，相关工作
受到省委高度肯定。

推行“五个一”工作法抓落实
树立了“一把手”抓改革的政治站

位。市委主要领导带头履行党委书记
抓改革“第一责任”，在研究榆林改革思
路、统筹安排部署上亲力亲为，发挥核
心作用。去年以来，主持召开市委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11次，及时传达
贯彻中省改革精神，统筹安排部署全市
的改革工作。围绕全市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放管服改革、高端能化基地建设、
乡村振兴等改革，多次深入基层摸情
况、找问题、想对策、查实效，真正做到
了“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

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
自督察”。

明确了一个正确的改革思路。市
委高度重视改革工作，多次在全市性大
会上强调改革的重要性，要求各部门每
年至少推出2—3项改革创新工作。明
确了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总思路，提出
在“发展理念、产业技术、管理经验上，
对标国际一流；体制机制上，充分学习
借鉴国内尤其是沿海最先进的经验和
做法”，成为我们推动改革的基本遵循。

建立了一套完备的体制机制。力
求从制度层面保障改革的长效性和根
本性，形成了相对闭合的体制机制链
条。出台《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坚定不移将改革推向深入的工作意
见》，形成《榆林市全面深化改革工作问
责办法》，定责到人，追责到底。健全督
察考核机制，将改革工作纳入全市年度
目标责任考核和全市季度点评工作当
中，先后出台了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考核
《办法》、评比奖励《办法》、督察工作《办
法》、第三方评估《办法》和《改革创新工
作季度考评办法》。改革任务实行台账
动态更新管理。建立重大改革领导包
抓制度，制定《关于市级领导领衔推进
重大改革任务的通知》，明确了市级领
导责任分工。完善改革方案前期调研、
征求意见、评估把关、报批审议工作机
制。建立重大改革事项备案制度，每次

召开委员会会议、出台重大改革文件方
案、形成调研督察报告、收到试点批复
和结项文件，都在第一时间向省委改革
办备案。

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考核办法。修
改完善年度目标责任和追赶超越季度
点评《办法》，优化指标设置，根据资源
禀赋、自然条件、发展水平等不同，对各
县市区各部门实行分类考核。改革创
新工作全部纳入全市追赶超越季度考
核和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并加大了
改革创新在全市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占
比 ，县 区 达 到 10.44％ ，部 门 达 到
13.44％，力度在全省是最大的。

推广了一批典型的基层经验。注
重总结创新性做法和经验，及时挖掘改
革典型案例，每年通过简报、杂志、公众
号、案例选编等平台推广大批好做法好
经验。在《榆林日报》开始“改革在基
层”专栏，对全市典型改革经验宣传推
广，提高改革的知晓率。探索建立“榆
林改革创新奖”奖励基金，推动全面深
化改革工作落地见效。健全信息报送
制度，对各专项小组和各县市区每年上
报信息量做出了硬性规定，对信息报送
量和采用量等情况进行了半年、全年通
报。去年以来，编发《榆林改革》74期、
《日新》杂志6期，印发2018年全面深化
改革案例选编，开通了“榆林改革”微信
公众号，发布改革信息1000余条。

改革风正劲 扬帆续征程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中央宣讲团成立

中央宣讲团将于
10日起赴全国各地宣讲

新华社北京11月 7日电（记者罗争光） 为
推动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热潮，中央决定由中宣部会同中央有关部门组成
中央宣讲团。据了解，中央宣讲团主要由参加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的有关同志组
成，部分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在所在领域和地方开
展宣讲。

从7日起，中央宣讲团成员在京进行集体备
课。大家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领会全会
精神，学习领会中央宣讲团动员会精神，根据全
会《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提纲》
精心备课，起草撰写宣讲稿，为赴各地宣讲做好
充分准备。

中央宣讲团将于10日起赴全国各地宣讲。

“雪龙兄弟”首次“会师”
新华社“雪龙 2”号 11 月 7 日电（记者刘诗

平）“雪龙”号极地考察破冰船当地时间7日早晨
停靠澳大利亚霍巴特港，与已经停靠于此的“雪龙
2”号“相聚”。这是“雪龙兄弟”首次“会师”。

此前，“雪龙2”号于10月15日从深圳起航，11
月4日停靠霍巴特港。“雪龙”号于10月22日从上
海出发，11月6日抵达霍巴特港的港外锚地。

约位于南纬43度的霍巴特，是知名的“南极门
户”城市。1994年“雪龙”号首次停靠霍巴特港，从
此这里成为中国南极科考船前往中山站途中的重
要补给港。霍巴特港也是“雪龙2”号首次停靠的
外港。“雪龙2”号和“雪龙”号将相继从这里前往南
极中山站，并在那里再次会合。

中国第36次南极考察是“雪龙2”号进行的首
次南极考察，也是我国首次进行“双龙探南极”，将
重点实施“2船”（“雪龙2”号和“雪龙”号）、“3海”
（宇航员海、阿蒙森海、罗斯海）、“4站”（中山站、长
城站、泰山站和正在建设中的恩科斯堡岛新站）的
考察。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７日电（记者董
峻） 针对猪肉等部分“菜篮子”产品价格
上涨较快的情况，11月６日召开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要求巩固农业基础、保障重要
农产品供给、稳定价格。

据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
刚介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恢复生
猪生产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了１７
条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政策措施，２４
个省份也相继发布了促进生猪生产措施，
目前政策效果逐步显现，明年有望基本恢
复到正常水平。

不过，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复杂严峻，生猪产能恢复周期长、制约多；
一些地方生猪生产恢复政策仍未完全落
实到位，比如，养猪用地有的地方还按建
设用地管理，未落实设施农用地政策；还
有一些地方人为限制猪源外流，搞市场分
割，干扰了正常的市场供应秩序。

对此，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恢
复生猪生产各项措施正加快落实，重要农
产品稳定发展，下一步要落实好省负总责
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继续多措并举恢
复生猪生产，深入清理各地不合理禁养规
定，利用北方玉米丰收等条件更好保障南
方养猪大省饲料供应，发挥好储备调节作

用，促进禽肉、牛羊肉等生产，确保市场供
应，规范市场秩序，遏制部分产品价格过
快上涨势头。

这次会议还提出，要毫不放松抓好
粮食生产，坚决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按
照稳面积、优结构、提质量的要求抓好秋
冬种，做好南方夏秋连旱地区抗旱工作，
加强越冬作物田间管理和农牧业防灾减
灾，促进明年农畜产品丰收，夯实物价稳
定、农民增收基础。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刘
莉华表示，眼下秋冬种生产已进入高峰，
总体进展顺利，农民的种植意向比较稳

定，冬麦区墒情是近５年同期最好的。农
业农村部门的工作重点是落实好小麦最
低收购价、产粮（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
休耕制度试点等政策，引导农民扩种夏收
粮油作物，鼓励开发冬闲田种植油菜，力
争把农民的种植意向真正落实到田，冬小
麦面积稳定在３．３亿亩以上，冬油菜面
积稳定在１亿亩以上。

同时，大力发展优质强筋、弱筋小麦
品种，力争优质专用小麦比例比今年提高
２个百分点，以及重点发展低芥酸、低硫
苷“双低”品种以及高产、高油、高油酸的

“三高”油菜新品种。

国务院提出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