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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局、农
业农村局：

近年来，一些地方农村未经批
准违法乱占耕地建房问题突出且呈
蔓延势头，尤其是强占多占、非法出
售等恶意占地建房（包括住宅类、管
理类、工商业类等各种房屋）行为，
触碰了耕地保护红线，威胁国家粮
食安全。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
同志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批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坚决遏制农村乱占耕地

建房行为，根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政
策，现就农村建房行为进一步明确

“八不准”。通知如下：
一、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
二、不准强占多占耕地建房。
三、不准买卖、流转耕地违法

建房。
四、不准在承包耕地上违法建房。
五、不准巧立名目违法占用耕

地建房。
六、不准违反“一户一宅”规定

占用耕地建房。
七、不准非法出售占用耕地建

的房屋。

八、不准违法审批占用耕地建
房。

各地要深刻认识耕地保护的极
端重要性，向社会广泛公告、宣传

“八不准”相关规定。地方各级自然
资源、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在党委
和政府的领导下，完善土地执法监
管体制机制，加强与纪检监察、法
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
采取多种措施合力强化日常监管，
务必坚决遏制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
房行为。对通知下发后出现的新增
违法违规行为，各地要以“零容忍”
的态度依法严肃处理，该拆除的要

拆除，该没收的要没收，该复耕的要
限期恢复耕种条件，该追究责任的
要追究责任，做到“早发现、早制止、
严查处”，严肃追究监管不力、失职
渎职、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坚决守
住耕地保护红线。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2020年7月29日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的通知

热烈祝贺仙桃市第十五届中医膏方节10月18日在同泰医院隆重开幕！
地址：汉江大道103号（市内乘8路、12路仙桃日报同泰医院站下车即到） 膏方热线：0728-3313555 咨询热线：19871233300

广大市民朋友：
为做好进口冷链食品新冠病毒

防控工作，落实“人、物同防”工作机
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
控成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
卫生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关于全面精准开展环境卫生
和消毒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冷
链食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等工作的
紧急通知》等法律法规，特就全市进
口冷链食品消费事宜告知如下：

经营进口冷链食品，必须设立
“进口冷链食品销售专区”；

在进口冷链食品销售专区显著
位置张贴公示“海关通关单、核酸检
测证明、消毒证明”；

销售专区必须实行专人管理，
并公示管理人员7日内的有效核酸
检测证明。

凡达不到以上要求的，均视为
违法经营，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参与

监督，及时向辖区疫情防控部门或
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举报电话：
0728-12315。

仙桃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进口冷链食
品新冠病毒防控工作组

仙桃市消费者委员会
2020年12月2日

进口冷链食品消费告知书

余桂兰遗失位于仙桃市干河办事
处干河一路棉纺厂生活区603幢11单
元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仙桃市房权
证干河字第ZCM200608386号，面积：
69.54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仙桃市时代鲁班装饰有限责任
公司公章 2020 年 11 月 15 日遗失，于
2020年12月4日补办，在公章补办前
发生的一切商业行为无效，特此声
明。

兹有我单位职工罗振华，男，1981
年 5 月 出 生 ，身 份 证 号 ：
429004198105080317，于 11 月 5 日失
联，请你至公告发布之日起在15日内
速与我单位联系，回单位上班，否则，

将按照市局有关规定和劳动法予以辞
退。

杨林尾镇财政所
2020年12月5日

全市参保单位、离退休人员：
按照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省级统筹工作部署，从2021年1月起，
我省正式启动统收统支系统申报发放
养老金，全省养老金发放日确定为每
月15日。从2021年1月起，我市企业
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到银行账户的
时间从每月10日调整至每月15日，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同步调整；企业

职工（含灵活就业人员）退休审批时间
调整为每月 1 日-15 日，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审批时间维持不变。

此次调整不会影响养老金待遇，
请大家互相转告，由此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

特此通知。
仙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12月3日

关于调整全市离退休人员养老金
发放时间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政
策，提升政务服务质效，树立窗口行
业利企便民的良好形象，现在全市
范围内征集对落实“放改革”政策不
到位、窗口服务不到位等方面的问
题案例：

1.反映政府机构、各类审批服务
（包括银行、水、电、气，移动网络等）窗
口或公职人员在各类审批服务过程中

“中梗阻”、“吃拿卡要”、推诿扯皮，重
复提交资料及无谓证明，窗口人员态
度差等问题；

2.反映政府机构或公职人员在执
法、管理、服务过程中，滥执法、乱检
查、乱收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慵、懒、散、拖等问题；

3.反映政府机构、各类审批服务
窗口或公职人员在审批服务中提门
槛、政策歧视、人为刁难、插手项目工

程，拖欠项目工程款，税费政策不落实
等问题；

4.反映政府机构、各类审批服务
窗口在税费收缴过程中拒收纸币、缴
费不开收据、强行使用在线支付等问
题；

5.反映中介机构（组织）强制入
会、强制服务、违规收费、天价收费等
问题；

欢迎广大市民和市场主体积极并
真实反映问题。

举报方式：电话 0728-8280676、
15871870797，邮箱：1186116647@qq.
com,“仙桃评议”微信小程序。

仙桃市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
领导小组办公室

仙桃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2020年12月3日

关于征集“放管服”改革和窗口
服务行业相关问题案例的通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
申请人可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
请。存在欠缴土地出让金、闲置土
地、囤地炒地、不履行土地使用合同
或其他不良记录的用地者（包括与
其有参股、控股、投资关系的法人、
个人或其他组织）除外。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采用增价方式，按照价高
者取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
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须知。竞
买人可在 2020 年 12 月 5 日至 2021

年1月1日登录仙桃市国土资源网
上交易系统（www.xtgtjy.com）,下载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宗地的相关资料
及文件。

五、竞买人必须持北京数字证
书认证中心办理的企业（个人）数字
证书(非自然人的还需要办理电子
签章），登录仙桃市国土资源网上交
易系统参与竞买。

六、竞买人必须提出竞买申请，
并且交纳竞买保证金、获得竞买资
格才可以成为有效竞买人。竞买
申请人可以在 2020 年 12 月 25 日
至 2021 年 1 月 1 日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提交申请，并且在2020年12
月 25 日 9 时至 2021 年 1 月 1 日 17
时交纳竞买保证金（因网上交易
系统与银行系统对接会造成到账
延迟，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
时间延迟无法获得竞买报价资
格，建议最迟在公告规定的竞买
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前的 1 至 2
天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
金币种为人民币，不得代交。竞
买保证金交纳完毕后，请务必到
系统中查询，确认保证金交纳是
否已经到账。

七、竞买保证金收款银行及帐

号
收款人全称：仙桃市财政局国

土资源交易保证金专户
收款人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

仙桃支行营业部
收款人帐号：系统随机产生的

19位帐号
八、如果在使用国土资源网上

交易系统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或困
难，请分清问题类型，与下列工作人
员联系。

1、土地交易业务
联系人：仙桃市土地交易中心

韩泽民
联系电话：
0728-3339393 13872981863
2、网上技术服务
联系人：武汉信天行软件有限

公司肖明康
联 系 电 话 ：027-87738199 转

8016（请在工作日拨打）
3、网上竞买保证金支付服务
联系人：中国工商银行仙桃支

行营业部魏艳丽
联 系 电 话 ：0728-3319777 或

0728-3319748

仙桃市土地交易中心
2020年12月4日

宗地编号

总 面 积

容 积 率

土地用途

起 始 价

挂牌开始时间

其他条件

仙地[2020]196号

120244.51㎡
≥1.0且≤2.5

商服住宅

73120 万元

2020年12月25日9时

按仙自然资规审函[2020]40号要求

宗地坐落

出让面积

绿 地 率

沙嘴办事处朝阳大道北侧

111327.06㎡
≥35%

增价幅度

挂牌截止时间

出让年限

建筑密度

竞买保金

100万元

2021年1月3日16时

40/70年

≤30%

14624万元

仙桃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仙土公字[2020]64号

经仙桃市人民政府批准，仙桃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仙地[2020]196号等一宗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活动由仙桃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仙桃市土地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见下表）

仙桃市润之发水产专业合作社经
股东会决定，对公司予以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3429004MA4CWHQU72
同时成立清算领导小组，请有关债权人
在公告期45日内向清算小组申报登记

债权，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
材料。

特此公告。
仙桃市润之发水产专业合作社

2020年12月5日

注销公告

“三丘田算术平均数亩产是911.7公斤！”不久前，听到湖
南衡南传来的喜讯，袁隆平院士高兴极了。这意味着第三代
杂交水稻早晚双季稻平均亩产突破 1500 公斤，再创历史新
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十三五”时期，我国粮食生产交出亮
丽成绩单。粮食安全根基不断筑牢，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

“压舱石”作用。
据预测，今年粮食平均亩产提高近两公斤。近两公斤看

似不多，却能预计带来约 35 亿公斤的粮食总产增量，足够
2300 多万人一年的粮食消费。其背后，归功于这样若干个

“新”。滩涂、沙地成“良田”，新种子是“密码”；从镐锄镰犁到
全程农机，从凭经验干活到靠数据种田，这是新机械、新设备
的普及；稻蟹共生、稻鸭共生取得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源自新模式的推广。“十三五”时期，我国从政策扶持、资金投
入等方面提高农业技术装备和信息化水平，为粮食生产持续
注入新动能。事实证明，耕地面积有限，技术进步无限；资源
要素有限，创新潜力无限。

“十三五”时期，我国粮食生产突出了“稳”。其中，稳政策
是稳面积、稳产量的前提。5年来，我们严守18亿亩耕地红
线，落实15.46亿亩以上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守住了
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们稳定完善扶持粮食生产政策举措，
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等，稳住了全国人民的“粮袋
子”。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措施增强了广大农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也充分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让粮食安全的根基稳如泰山。

土地从不辜负辛勤的汗水。忙碌在田间的农民，服务一
线的农技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科学家……一份份努力，
守护着春种秋收夏耘冬藏。今年，面对春耕备耕的“疫情关”，
农户及时下田备种育秧，确保抗疫生产两不误；面对水稻双抢
时的“洪涝关”，人们不分昼夜抢种补种改种，“水退到哪里，就
种到哪里”；面对秋收前的“台风关”，科技人员及时改装机械，
确保颗粒归仓……当全球粮食市场波动，我们闯关夺隘、不惧
风雨，靠辛勤努力浇灌出来之不易的农业果实，为维护世界粮
食安全作出贡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
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
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
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面向未来，我国中长期
粮食产需仍将维持紧平衡态势，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压力较
大。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开展
粮食节约行动，我们就能为端牢中国饭碗不断增添信心和力
量。

稻飘香、黍金黄、豆荚鼓、谷满仓……最是丰收悦人心。
奋进新征程，我们坚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把粮食安全紧紧抓在
手上、扛在肩上，以丰收的硕果迎接更美好的明天。（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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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办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
绍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情况。国家发
改委秘书长赵辰昕介绍，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国家发改委联合国
务院扶贫办、财政部、人民银行、民政
部、人社部、自然资源部等有关部门
与22个有搬迁任务的省份一道全力
推进这项工作，目前，“十三五”易地
扶贫搬迁任务已全面完成，960多万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全部乔迁新居。

易地扶贫搬迁是针对生活在“一
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
实施的一项专项扶贫工程，目的是通
过“挪穷窝”“换穷业”，实现“拔穷
根”，从根本上解决搬迁群众的脱贫
发展问题。国家发改委地区振兴司
司长童章舜表示，“十三五”易地扶贫
搬迁规模超过了上世纪 80 年代到

2015年搬迁的680万人口，超过三峡
移民规模近8倍，相当于搬迁了一个
中等人口规模的国家，这在中国扶贫
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国务院扶贫办规划财务司司长黄艳
介绍，这些搬迁对象的识别过程按照

“群众自愿、积极稳妥”原则推进，确
保符合条件且有搬迁意愿的贫困人
口应搬尽搬。

目前，960 多万迁新居的建档立
卡贫困群众中，在城镇安置的有500
多万人，农村安置的约460万人。“十
三五”期间，全国累计投入各类资金
约 6000 亿元，建成集中安置区约 3.5
万个，其中城镇安置区5000多个，农
村安置点约 3 万个；建成安置住房
266 万余套，总建筑面积 2.1 亿平方
米，户均住房面积 80.6 平方米；配套

新建或改扩建中小学和幼儿园 6100
多所、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
万多所、养老服务设施3400余个、文
化活动场所4万余个。赵辰昕介绍，
国家发改委走访搬迁群众 2333 户
9445人的评估核查结果显示，搬迁群
众住房质量安全验收率达 100%，子
女就学条件改善率达99%、就医条件
改善率达99.87%，“两不愁三保障”实
现率达 100%，搬迁群众满意度达
100%。

搬出来只是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的第一步，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关系到
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国家发改委
配合财政部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时，安排了 47.83 亿
元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
展。就业帮扶关系搬迁群众的长远

生计，是易地搬迁后续扶持的关键所
在。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介
绍，人社部与有关部门一道，持续加
大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就业帮扶力
度，累计帮助358万搬迁贫困劳动力
实现就业，同时也实现了有劳动力的
搬迁家庭至少1人就业。

安置社区治理也是巩固易地扶
贫搬迁脱贫成果的重要后续工作。
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
司长陈越良介绍，民政部指导加强安
置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基本公共
服务资源向安置社区倾斜，确保搬迁
群众住得下，积极引导专业社会工作
服务等，帮助搬迁群众建立新型人际
互动支持网络，确保搬迁群众能融
入。

（人民网）

“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投入约6000亿元，建成集中安置区约3.5万个

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全部乔迁新居

1212月月44日，在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丽发社区，工作人员用日，在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丽发社区，工作人员用""转圆盘转圆盘""的方式向居民介绍相关法的方式向居民介绍相关法
律法规知识。当日，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开展普法进社区活动，通过趣味游戏、普法微视律法规知识。当日，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开展普法进社区活动，通过趣味游戏、普法微视
频等形式，帮助居民了解法律法规，增强法治意识。频等形式，帮助居民了解法律法规，增强法治意识。

为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建
立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与识别机制，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保监会3日联合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
办法》，并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评估办法明确了评估目的、评估方法和评估流
程。根据评估办法，每年确定参评银行范围，收集参
评银行数据进行测算，提出系统重要性银行初始名
单，结合监管判断，对初始名单进行必要调整，经国
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确定后发布。根据名单对
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差异化监管，以降低其发生重
大风险的可能性，防范系统性风险。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评估办法作为《关于完
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的实施细
则之一，是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认定的依据，也是对
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附加监管要求、恢复与处
置计划要求、实施早期纠正机制的基础。（央广网）

我国将每年开展一次
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