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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0万农村学生吃上免费营养餐

2018年12月29日 责任编辑：马 强 版式策划：戴喜龙 责任校对：颜 华

分类广告
乘车路线：3路、4路、16路、19路、21路、26路、58路、61路、72路、76路、青城1、2号、102路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站下车即到 郑重声明：本版各类信息，如遇要求交付押金或预付款时，务必小心，谨防受骗！否则后果自负。 《北方新报》分类广告经营中心

QQ订稿：1169657700

收费标准

每标高70元
(22字以内)

标题每行9字，正文每行11字

声明公告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通知启事

▲

微
信
办
理0471-696511015024926726

地址：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诚信数码13楼1309室

广告
刊登
热线

声明·公告

公告声明

房产销售
急售

五塔东小学分校旁，观澜
国际，114m2，58万急售。
电话：18414373938

●本人李越不慎遗失内蒙
古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2007年12月13日开具的
香墅嶺西区收据合同各一
份收据金额为269918元收
据 号 0048944 合 同 号
20161050声明作废
●乌拉特中旗东鸿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将车牌号为
（蒙L52161）道路运输证
（证号：150824003770）丢
失，声明作废。

●乌拉特中旗东鸿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将车牌号为
（蒙LC718挂）道路运输证
（证号：150824003956）丢
失，声明作废。

●乌拉特中旗东鸿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将车牌号为
（蒙L25018）道路运输证
（证号：150824050139）丢
失，声明作废。

●乌拉特中旗东鸿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将车牌号为
（蒙LA050挂）道路运输证
（证号：150824050179）丢
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内蒙古吉祥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150191000009750）股东会
于2018年12月26日决议解
散公司，请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呼和浩特市鸿
雁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号：
150111000006395）股东会
于2018年12月26日决议解
散公司，请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

●张秀枝遗失身份证，号152
627196111205848声明作废。

●乌拉特中旗东鸿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将车牌号为
（蒙LG099挂）道路运输证
（证号：150824003771）丢
失，声明作废。
●武秀利（身份证号15022
3196001080029）遗失左右
城右城B1-3-302购房收
据1张，收据号0120324、金
额4096元，声明作废。

●回民区牛兴东中医诊所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150103600434983，经
营者：牛兴东，声明作废。

●乌拉特中旗东鸿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将车牌号为
（蒙L31268）道路运输证
（证号：150824003955）丢
失，声明作废。
●乌拉特中旗东鸿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将车牌号为
（蒙L52091）道路运输证
（证号：150824003769）丢
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呼和浩特市金
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
100050576120L）股东会于
2018年12月27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阿荣旗三岔河中学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赛罕区辣妹麻辣烫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150105MA
0PWYF96A,声明作废。

●内蒙古蒙能建设工程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12
月24日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代码、号码分别如下：代
码：1500173130,号码：0512
5765,05125766,05125767,05
125768内容：鉴证咨询服务*
监理服务费,声明拾到作废。
●广州市思力智慧互联网科
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编号为
1031901，1031902的空白收
据（一式三联），现声明作废。

新华社消息 记者12
月27日从民政部获悉，日
前民政部、中组部、全国妇
联等7部门联合出台《关于
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
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年全国所有村、社区普
遍制定或修订形成务实管
用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意见提出，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内容一般应包括
规范日常行为，维护公共

秩序，保障群众权益，调解
群众纠纷，引导民风民俗。
尤其要针对滥办酒席、天
价彩礼、薄养厚葬、攀比炫
富、铺张浪费，“等靠要”、
懒汉行为，家庭暴力、拒绝

赡养老人、侵犯妇女特别
是出嫁、离婚、丧偶女性合
法权益，涉黑涉恶、“黄赌
毒”等突出问题，提出有针
对性的抵制和约束内容。

（罗争光）

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一审宣判
新华社消息 12月2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依法对被告人刘亚男虐待被看护人案公开宣判。法院
以虐待被看护人罪一审判处刘亚男有期徒刑1年6个
月，同时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
5年内从事未成年人看护教育工作。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亚男系北京市朝阳区
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国际小二班教师。2017年11月
间，刘亚男在所任职的班级内，使用针状物先后扎4名
幼童。经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上述幼童所受损伤均不
构成轻微伤。被告人刘亚男后被查获归案。

朝阳法院认为，被告人刘亚男身为幼儿教师，本
应对其看护的幼儿进行看管、照料、保护、教育，却违背
职业道德和看护职责要求，使用针状物对多名幼童进
行伤害，情节恶劣，其行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
健康，已构成虐待被看护人罪，依法应予惩处，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0条之一第一款、第37条之一
第一款、第61条等规定作出上述判决。 （熊 琳）

新华社消息 教育部
12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教育脱贫攻坚工
作进展，据教育部发展规划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已覆盖所有国家级贫困县，
让3700万名农村学生吃上
免费营养餐，营养健康状况
得到显著改善。

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教育部
连续实施了三期学前教育
行动计划，全国学前3年毛入
园率达79.6%。全面改善贫困
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
校基本办学条件，832个贫困
县已基本完成建设任务。

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所

有国家级贫困县，让3700
万名农村学生吃上免费营
养餐，营养健康状况得到
显著改善，身体素质明显
提升，营养改善计划试点
地区男、女生各年龄段的
平均身高、体重均有不同
程度的增长。

实施消除义务教育大
班额计划，截至2018年10

月底，义务教育大班额、超
大班额数量比2017年分别
减少了18.9%和48.7%，为近
10年最大降幅。

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
划，“国培计划”累计培训乡
村教师和校园长540万余人
次，实施农村教师特岗计
划，全国28万名农村特岗教
师活跃在中西部22个省(区)

1000多个县3万多所农村
学校(村小、教学点)。

有28个省份通过在学
免费、学费补偿和国家贷
款代偿等方式，每年吸引
4.1万名高校毕业生直接到
农村中小学任教。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
补助实现全覆盖，有效缓
解了贫困地区教师“下不

来、留不住、教不好”的问
题。

启动实施银龄讲学计
划。2018~2020年，计划招
募1万名优秀退休校长、教
研员、特级教师、高级教师
等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讲
学，发挥优秀退休教师引
领示范作用，促进城乡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

我国成为全球9个世界气象中心之一
《人民日报》消息 气象部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电视电话会议12月27日召开。中国气象局局长刘雅鸣
在会上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气象现代化建设
突飞猛进，变化翻天覆地，被世界气象组织正式认定
为世界气象中心，成为全球9个世界气象中心之一，标
志着我国气象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迈入世界先进行列。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
覆盖最全的综合气象观测系统，2400多个国家级地面
气象观测站全部实现自动化，区域自动气象观测站达
到近6万个，乡镇覆盖率达到96%。成功发射17颗风云
系列气象卫星，8颗在轨运行，198部新一代多普勒天
气雷达组成了严密的气象灾害监测网，初步建立了生
态、环境、农业、海洋、交通、旅游等专业气象监测网。

（刘 毅）

《人民日报》消息 近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联合发布《关于个人所得
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
衔接问题的通知》，《通知》
明确，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
次性奖金，符合规定的，在
2021年12月31日前，不并入

当年综合所得；但自2022年
1月1日起，应并入当年综合
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通知》指出，居民个
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
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
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

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
发〔2005〕9号）规定的，在
2021年12月31日前，不并
入当年综合所得，以全年
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12个
月得到的数额，按照本通
知所附按月换算后的综合
所得税率表（以下简称月

度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
和速算扣除数，单独计算
纳税。

自2022年1月1日起，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
奖金，应并入当年综合所
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宗 文）

油纸伞迎新年
12月28日，安徽淮北

市民在油纸伞风情展上参

观。近日，安徽省淮北市一

广场被色彩斑斓的油纸伞

装饰，浓浓的迎新年气氛

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

（据新华社报道）

2022年起年终奖并入综合所得缴纳个税

2020年“村规民约”要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