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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

渤海有1.5到2.0米的中浪，
辽东湾有1.5到2.0米的中浪；营
口海域有1.0到 1.5米的轻到中
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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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名称
规格/等级 价格

标一

特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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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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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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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油

菠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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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菜

白萝卜

黄瓜

土豆

青椒

圆葱

西红柿

蒜苔

菜花

韭菜

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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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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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

停电公告
12 月 2 日因线路作业大石桥市太平变 10kV

孟屯线 160 号开关停电。

停电作业时间：08 时 00 分至 15 时 00 分

停电范围：孟屯线 160 号开关以后线路

影响的主要用电客户：占屯村、孟屯村、孟

屯酒厂、江南砖厂、詹屯砖厂、孟屯养牛场、

胜达养鹅场、辽宁佳源公司。

以上停电如遇恶劣天气不停电，另行通知。

咨询电话：95598

营口供电公司

2022年11月24日

温馨提示：计划停电有提前或延后送电的可

能，请您安排好生产和生活。

解除劳动关系通知
李鑫同志：

根 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九条第六项及本公司
规章制度，我公司决定
与你解除劳动合同，解
除劳动合同的时间 10 月
31 日，特此通知。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营口市分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声 明
房屋所有权人王佳

鑫在站前区体育场南街

7-60 号 有 房 屋 住 宅 一

处，建筑面积 100.8 平方

米。第辽 （2018） 营口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52856

号 《不动产权证书》 丢

失，予以登报声明。

2022年 11月 25日

誉鼎丰 （营口） 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10800MA0QD81E4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终止
营业，予以注销。请有
关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
组申请债权及办理债权
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誉鼎丰（营口）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5 日

注销公告 财务章遗失声明
营 口 市 鲅 鱼 圈 区 直

属机关工会委员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81210804059834587E） 不

慎将财务章丢失。

声明作废

营口市鲅鱼圈区
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
2022年 11月 25日

本报讯 记者于海洋报道 昨天
上午，老边区青年创业联合会成立
大会暨首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老
边区社交电商产业园举行。

会议通过了《老边区青年创业联
合会章程》并选举产生了首届理事，
团市委和老边区委相关负责人为青

年创业联合会揭牌。会上，老边区
青年创业联合会还与营口市广东商
会、营口利君实业、大家购连锁超市
等企业签署《近采近销合作框架协
议》。

老边区青年创业联合会将以“抱
团取暖”的方式，共享装备、技术、人

才等各类要素，降低企业生产营销
成本提升竞争力，为会员与其他商
会、协会、企业有效衔接提供交流、
服务的平台，吸引更多的人才到老
边区创业。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宋泽华参
加成立大会并致辞。

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老边区青年创业联合会正式成立

本报讯 记者董雪 叶梦报道 昨
天，市领导何庆伟、李秀斌分别到基
层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
在新时代营口振兴发展上展现更大
担当和作为。

市委常委、副市长何庆伟到西市
区得胜街道办事处新腾达社区和营
口天成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宣讲党的
二十大精神。

在西市区得胜街道办事处新腾
达社区，何庆伟紧扣党的二十大报告
原文，结合自身学习体会，紧密联系
社区工作实际，对党的二十大报告进
行全面宣讲和深入阐述。他说，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
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社区作为党和政
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是
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关键一环。
社区党委要坚持党建引领，学原文，
悟原理，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增强针对性、
生动性，让百姓听得懂，能落实。宣
讲前，何庆伟实地调研社区居家养老
和基层党建情况。

在营口天成消防设备有限公
司，何庆伟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情况，鼓励企业要深刻领会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关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部署，充分发挥龙头带
动作用，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加
强团队建设，推出更多体现中国速
度、中国水平的技术和产品。要以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不断激发
和释放动力、活力和潜力，加快推动
企业高质量发展。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秀斌到
市委政研室和市直机关工委宣讲党
的二十大精神。

李秀斌从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大
的重大意义和重要成果，全面领会把
握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内涵实质和核
心要义，扎实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取得实效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解读和系统阐述。

李秀斌指出，要自觉把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推动营口全
面振兴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努力
对标先进、发扬成绩、改进不足；要
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政治建设，坚持
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牢牢把
握“政治机关”的性质定位。要加强
理论武装、深入学习领会，在全面学
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
确保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要聚焦
主责主业、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岗
位职责，以更高站位、更大格局、更
宽视野谋划工作，切实肩负起自身
职责和使命。要勇于自我革命、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

李秀斌强调，市委政研室要聚焦
市委中心工作，更多深入一线调研，
积极开展研究，为领导提供要素更
全、措施更实、针对性更强的文稿材
料和决策参考。市直机关工委要着
力加强机关党的建设，推动党建和业
务工作深度融合，努力把组织资源转
化为发展资源、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把组织活力转化为发展活
力，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
章的生动实践中贡献智慧和力量。

市领导到基层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 11月18日，经过两天五轮
激烈角逐的2022辽宁省职工技能大赛
暨全省金融理财师技能大赛总决赛，在
营口圆满收官。营口赛区选送的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营口分行选手张秀秀从众
多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全省第三名的
优异成绩。

全省金融理财师技能大赛为辽宁
首次，大赛由辽宁省总工会、辽宁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营口市总工
会、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营

口市金融发展局和辽宁省理财规划师
协会承办，营口市理财师协会协办。

竞赛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
两大部分。比赛以操作技能为主，分为专
业能力竞赛、现场展示、综合理财问答、
理财案例分析。依据理论知识、专业能力
竞赛、现场展示、综合理财问答等前四项
竞赛项目总成绩，排名前十的选手，进入
第五部分理财案例分析环节的比赛。

张秀秀，就职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营口分行，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

专业。在浦发银行工作7 年间，完成了
从一线员工到支行第一负责人的成长
蜕变。获奖后，她这样总结自己取得的
成绩：“工作中，我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资
产配置建议，同时也有作为一个‘90
后’的倔强——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坚持自我提升。”在业余时间不断学习，
她取得了AFP资格证书，理财、基金、保
险等从业证书，曾带领团队荣获 2021
年营口市理财师大赛优秀理财团队。

欣 闻

全省优秀金融理财师巅峰对决 营口选手获第三名佳绩

本报讯 记者叶梦报道 记者从11月
23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我市国资系统始终坚持依法行
权，主动服务，着力打造办事方便、法治良
好、成本竞争力强、生态宜居的营商环境，
促进监管企业健康成长，助力我市全面振
兴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营口水务集团通过持续优化
特困户水价审核，建立线上办理渠道等举
措，规范对外服务，简化办事流程，提高办
事效率，多途径提升供水营商环境。

营口水务集团副总经理赵军介绍
说，集团积极与营口市政务服务平台对
接，现在窗口业务和上水报装业务都已

审核通过，并上线；另外，集团对有代办
报装业务需求的用户，继续开展报装业
务“零跑腿”服务，主动对接企业，实行上
门服务，并且在用户提供资料不齐备，不
影响设计方案确定的条件下，开通“容缺
受理”机制，所缺资料在踏勘或施工等环
节补齐即可。

同时，营口水务集团主动走访了解用
水大户和在建、拟建项目用水需求，做好
用水保障；推行电子化账单服务、取消户
外表表锁等创新举措，助力便民惠企；不
断整合业务资源，建立一站式用水服务中
心、整合商业网点，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
供优质、高效用水环境。

营口热电集团在做好民生供暖保障
工作中，积极优化营商环境，简化入网审
批流程 23 项，规范各类合同签订和施工
验收手续48项；完善网站、公众号报修等
业务服务，推进“互联网+”供暖业务；开
展党员“一对一”帮扶，及时解决供暖问
题，同时精准帮扶重点项目企业。

定期主动对接供暖辖区内房地产
开发建设企业、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大型
商户，征求意见建议，解决项目建设、供
暖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设专属联络员，

“一对一”“点对点”的服务。设立“一站
式”代办窗口，专人负责全程代办合同
签订、入网审批、施工验收等业务，为企

业提供最大便利，真正实现“一口通办”
“一口全办”。

市国资委相关人员表示，今后将继续
深化改革，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以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成果优化营商环境。

市国资委副主任刘兴东表示，进一步
落实落细优化营商环境具体措施，领导班
子成员对市属企业“包户督导”，各企业分
别制定具体办法，以专项整治为契机，深
入查摆、整改存在的问题，高标准落实行
业主管部门标准，提升经营管理和服务保
障水平，为广大市民日常生活和我市项目
建设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服务，不断提升投
资者和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市国资委

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高质量发展

我市交警部门重拳打击
酒驾醉驾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 记者刘澎报道 目前，世界杯
足球赛激战正酣，按照市交警支队统一部
署，11月23日晚，老边交警大队在我市主
要路段、路口开展检查，重拳打击酒驾、醉
驾等交通违法行为。

排查期间，老边交警大队查处酒驾6
起，醉驾4起。同时，市交警支队“平安天
使女子宣讲团”成员，在中心街盼盼路与
光华路段的餐厅、酒吧、涉酒娱乐场所开
展“快乐看球、远离酒驾”主题宣传活动，
宣讲团成员通过面对面宣讲、发放宣传单
和粘贴交通安全提示单等形式，向就餐人
员和过往群众详细讲解酒驾、醉驾等交通
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和严重危害。

世界杯足球赛事期间，公安交警将持
续开展酒驾、醉驾整治行动，严查酒驾、醉
驾等违法犯罪行为，紧盯重点时段、重点
路段，加强路检路查，请广大驾驶员朋友
在举杯欢呼之余，牢记交通法规，“快乐看
球，远离酒驾，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上接１版）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
制度优势转化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生动实践，为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要厚植为民情怀，以为
民担当诠释人大履职尽责的初心和使
命。要把握历史主动，为推动我市全面振
兴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王百胜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抓落
实，始终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神、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依法履
职抓落实，充分发挥人大在助力经济建设
发展中的职能作用。要突出重点领域立
法，为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法治保障；要密切关注经济健康平稳
运行，强化经济领域监督刚性，护航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
用，引导他们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
更好助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强
化本领抓落实，持续增强驾驭新时代经济
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提高推动发展的
能力，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问
题，加强对经济领域的前瞻性思考、科学
性谋划、整体性推进；要提高驾驭经济工
作能力，加强对经济学知识的学习，努力
成为从事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要提高
系统思维能力，始终加强对经济发展全局
大势的分析和把握，着力提高调查研究、
驾驭风险、破解难题的能力和水平，以钉
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经济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之
党史专题和经济建设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