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绎元旦春节期间袁 四川省文化和
旅游系统部署 14条举措袁打造各项文
旅活动超 1300场袁为群众送上丰富的
文化大餐遥 李晋平

绎广州市旅游部门贯彻落实文旅
部尧 广东省文旅厅以及市文明办关于
开展文明旅游的有关指示精神袁 扎实
有效地开展文明旅游工作袁 着重在宣
传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十九大
精神尧营造文明旅游氛围尧提升行业文
明旅游形象等方面加强和提升袁 取得
较好的成效遥 朱君

绎泉州制定出台了 叶泉州市科研
创新及管理工作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及
处罚暂行规定曳袁旨在建立涵盖科研创
新及管理全过程以及相关责任主体的
科研诚信制度袁 加强失信联合惩戒机
制建设遥 王树帆

快 讯

日前 袁山
东省临沂市郯
城县 野文化进
万家冶 送文化
下乡公益演出
活动走进马头
镇袁 临沂市青
年柳琴剧团演
员表演了经典
剧目 叶小姑
贤曳袁让观众们
近距离感受柳
琴戏的魅力遥
图为演出现
场遥 房德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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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振兴袁是乡村振兴尤为重要的
一环遥 千村千面袁其最重要的区别就在
于各不相同的乡风与文化遥 农村的发
展袁既要野富口袋冶袁也要野富脑袋冶遥 乡风
文明建设袁在润物无声中植入了民淳俗
厚的新风尚袁形成了千姿百态的美丽乡
村遥

从一个有名的贫穷村落后村袁变成
了现如今远近闻名的全国文明村尧全国
美丽乡村和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袁通州
区于家务乡仇庄村的变化袁 正是始于
野以文化人冶遥

曾经的仇庄有三多袁上访多尧吵架
多尧矛盾多遥村书记王书信坦言袁20年前
的仇庄是个有名的乱村袁 村里打架斗
殴尧上访闹事的特别多袁整个村子贫穷
落后尧乱象丛生遥

如今的仇庄早已变了个模样袁最直
观的就是村庄环境的变化袁柏油马路宽
敞笔直袁高耸的路灯上悬挂着各种孝道
宣传标语袁街头巷尾干净整洁袁绿植遍
地袁村民三两成群地聚在路边的长椅上

晒着太阳唠家常袁一片和谐温馨遥 野能有
这么大的改变袁主要靠以文化人袁以孝
动人遥 冶在王书信的带领下袁记者来到了
村中央的孝道文化馆袁一层大厅满满的
都是取自村民们日常生活的照片袁孙女
为爷爷剪指甲尧儿媳为长辈洗脚尧给瘫
痪的长辈喂饭噎噎每一张照片中都洋
溢着特别灿烂的笑容遥 上到二层袁展示
的是根据村里真人真事制作的幻影成
像袁 每家每户的家训规整地挂了满墙袁
大白话虽然质朴袁却透着哲理遥

王书信介绍袁 在仇庄每年腊月二
十定为野老人节冶袁在这天袁全村人都为
60岁以上老人送去祝福遥不仅如此袁每
逢重阳尧七一尧国庆等重要节日袁邀请
村里老党员尧 老干部现场为村民讲述
仇庄故事袁 每年开展活动 20 余次袁村
民参与人数达 5800余人次遥 村里还成
立了以野村贤冶为主要力量的村民宣讲
团袁 定期在孝道文化馆内与大家分享
自家故事遥 此外还搭建了村民野家福学
堂冶夜间学校袁聘请优秀传统文化专家

每周六晚为村民集中授课袁共同野读经
典尧学经典尧用经典冶袁畅谈家庭之道尧
幸福之道遥 通过野仇庄简报冶野仇庄学习
书院冶村民微信群尧野孝心仇庄冶微信公
众号等宣传媒介袁 每天与村民分享那
些讲解传统文化的小故事遥

一系列变化在仇庄村悄然发生袁村
民自家的矛盾少了袁邻里关系都跟着和
谐了袁渐渐地袁义务清理村中环境的人
多了袁出门互相打招呼的人多了袁谁家
有事主动搭把手的人多了噎噎用王书
信的话说袁仇庄的未来野不差事儿冶遥

与仇庄村直线距离超过 70公里的
密云区东邵渠镇西邵渠村袁 同样是一派
祥和景象遥村民文化活动室里袁太阳透过
落地窗晒得满屋热气袁 几位身穿大红色
棉袄的村民正在排练节目遥 临近元旦佳
节袁他们正在为演出做准备遥野西邵渠袁我
爱你袁我爱你这绿水青山袁更爱这片土地
噎噎冶用高粱秆制成的荆笛乐声悠扬袁几
位村民激情满怀地唱起村歌 叶我爱我的
西邵渠曳袁这首歌正是大伙你一言我一语

地在这间屋子里创作出来的遥
自从村里建了这处文化中心袁每天

最热闹的就是这儿袁扭秧歌尧唱大戏尧练
模特步尧学广场舞袁每到冬季的农闲时
间村民就扎根在这不走了遥 村里还不定
期为大伙邀请老师过来指导袁丰富的文
化活动让村民们忙坏了遥 野每天都有文
化活动袁这日子可有盼头了遥冶76岁的老
人戴德瑞说遥

西邵渠村党支部书记赵青山告诉
记者袁 村子的环境也有了特别多的改
善袁 村北原来一处占地约 2000平方米
的废弃坑塘改造一新袁 添了亭台楼阁袁
成了村民遛弯儿的好去处遥 赵青山说袁
下一步村里的发展目标是引进客商将
村里闲置农宅进行改造开发民宿袁发展
乡村旅游带动村民致富遥

目前袁北京市累计建成乡情村史陈
列室 349个袁 为弘扬乡村优秀文化袁培
育乡风文明提供了硬件设施条件遥 越来
越多像仇庄村和西邵渠村一样的美丽
乡村袁正在筑牢乡村振兴底色遥 王可心

文明乡风筑牢乡村振兴底色

注销公告
瑞金慧联售电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院91360781MA35TKDY0W冤 经股东
会决定现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
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组渊成员院李鹏尧杨
长发冤袁 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到瑞金市象湖镇京里中央大街 2#-

8009商铺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债务袁
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人院李鹏
联系电话院18970725566

瑞金慧联售电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 1月 1日

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2102197012151070号渊温建平冤
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2102196804191033号渊宋元德冤
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沙洲坝华晨门业销
售中心遗失江西省赣州市国家税
务局通用手工发票壹张袁 发票代
码 :136071815331袁 发 票 号 码 :
00521360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品胜装饰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贰张袁 发票
代码 :3600171320袁 发票起止号 :
12391375-12391376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萃福宾馆遗失江西
省赣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手工发票
壹份袁 发票代码:136071615331,发
票号码:02382056,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瑞泓轩家俱
城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发
票代码 :3600161320袁 发票号码 :

03680137袁特此声明遥
绎钟北京 渊小 冤 渊身份证 院

362102196209271055冤持有的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袁 经营权
证编号院360781200200070116J袁特
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花艺轩花卉
店遗失江西省赣州市国家税务局
通用手工发票壹份袁 发票代码 :
136071615331袁 发 票 号 码 :
01322786袁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花艺轩花卉

店遗失江西省赣州市国家税务局
通用手工发票壹份袁 发票代码 :
136071615331袁 发 票 号 码 :
01322787袁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2102196908240055号渊钟木生冤
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钟木生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
遗失袁证号院362102196908240055袁
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210219710325004X号渊谢玉春冤
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樟树权属公示
现有叶坪乡松坪村坪山岗境内有一

株 2 枝枯死樟树袁 经叶坪乡松坪村委证
明袁 樟树权属归坪山岗谢氏集体所有袁无
权属争议纠纷袁现予以公示遥 如对该樟树
的权属有异议袁 请于 2019年 1月 5日前
与我站联系 遥 联系电话 :0797 -2521380
15970180288

瑞金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
2018年 12月 25日

樟树权属公示
现有壬田镇柏坑村坪布塘小组境内有

一株枯死樟树袁经壬田镇柏坑村委证明袁樟
树权属归村民谢冬林个人所有袁 无权属争

议纠纷袁现予以公示遥如对该樟树的权属有
异议袁 请于 2019年 1月 5日前与我站联
系遥联系电话:0797-2521380 13979781779

瑞金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
2018年 12月 25日

樟树权属公示
现有武阳镇国兴村堆下坝境内有一

株枯死樟树袁经武阳镇国兴村委证明袁樟
树权属归村民邹金发个人所有袁 无权属
争议纠纷袁现予以公示遥 如对该樟树的权
属有异议袁请于 2019年 1月 5日前与我
站 联 系 遥 联 系 电 话 :0797 -2521380
13879751479

瑞金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
2018年 12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