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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权名称

延长县七里村街道办孙
家河建筑用砂岩采矿权
延长县张家滩镇料子塬
建筑用砂岩采矿权
延长县七里村街道办白
家川建筑用砂岩采矿权
延长县安沟镇虎寺湾建
筑用砂岩采矿权
延长县黑家堡镇白家角
建筑用砂岩采矿权

地理位置

延长县七里村街
道办孙家河村
延长县张家滩镇
料子塬村
延长县七里村街
道办白家川村
延长县安沟镇虎
寺湾村
延长县黑家堡镇
白家角村

储量
（万吨）

约1016.48
约700.65
约435.56
约88.48
约504.25

面积
（平方千米）

约0.3879
约0.1876
约0.1744
约0.2098
约0.5205

出让年限
（年）

15
12
9
3
11

起始价
（万元）

1130.95
800.11
518.70
125.52
574.44

成交价
（万元）

1192
855
551
流拍

流拍

竞得人

陕西延长河湖生
态治理有限公司
陕西川牛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延安合力集团有
限公司

成交时间

2023年3月10日
2023年3月10日
2023年3月10日

未成交

未成交

延长县5处建筑用砂岩采矿权拍卖出让结果公示
延长县自然资源局委托陕西延安拍卖有限公司于2023年3月10日上午在延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二厅举办

的延长县5处建筑用砂岩采矿权拍卖出让结果公示如下：

公示时间：2023年03月17日至2023年03月30日
在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应以书面形式向延长县自然

资源局提出。
延长县自然资源局地址：延长县七里村街道办西城二

巷7号
电话：18691188250

延长县自然资源局
2023年3月16日

尊敬的郭凯华：（身份证号
610625199211021237）

因您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
章制度，我社于2023年3月3日
决定正式与您解除劳动合同关
系。解除劳动关系通知您妻子
拒绝接收，再无其他方式与您

取得联系，我社只能通过报纸
方式向您公告送达，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

特此告知
志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3年3月17日

序号

标的1
标的2
标的3
标的4
标的5

加油站名称

景阳加油站

交里加油站

薛家坪加油站

冯家坪加油站

英旺加油站

加油站地址

宜川县丹州街道办景阳村

宜川县交里乡交里村

宜川县集义镇薛家坪村

宜川县集义镇冯家坪村

宜川县英旺乡英旺村

加油站经纬度

N36°3′50″ E110°11′14″
N36°7′14″ E110°8′3″
N35°8′19″ E110°27′9″
N36°2′46″ E110°10′16″
N36°5′4″ E109°54′0″

道路信息

309国道宜川段

丹州镇至交里乡

宜韩公路（202县道）

沿黄公路宜川段

309国道宜川段

竞买保证金（万元）

200
150
50
50
80

安塞区客运公司原王尧至延安线路客车承
包经营者：安军 韩树才 姬乃飞 常志军 叶树
贵 高振鑫《承包经营合同》已到期，请务必于见
报 7日内，到公司结清拖欠费用和洽谈车辆更
新事宜，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优先承包经营权。

特此通知
延安市安塞区汽车运输股份合作公司

2023年3月17日

通 知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宜川县5处加油站经营权。

二、拍卖时间：2023年 3月 24
日上午10:00。

三、拍卖地点：延安市宜川县
秦锦大厦12楼会议室。

四、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3年 3月 23
日16:00在标的所在地公开展示。

五、竞买条件：在宜川县注册
并成立 6个月以上（以报名时间为

准）的法人企业，不接受联合体竞
买。以上标的竞买人竞得后不得
转让。

六、竞买人须携带相关资料参
加资格审核，审核通过后缴纳竞买
保证金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资格
审核及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
为 2023年 3月 23日 16:00（以实际
到账为准）。

七、未尽事宜以拍卖文件为
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13379135459 李先

生
联系地址：延安市南寨砭安置

小区1号楼一单元2205室
陕西天龙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7日

志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关于解除郭凯华劳动合同关系的通知

（上接第一版）
设立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作为中央金

融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列入党中央机构序列。
不再保留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及

其办事机构。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办公室职责划入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二）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统一领
导金融系统党的工作，指导金融系统党的政治
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
设等，作为党中央派出机关，同中央金融委员
会办公室合署办公。

将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的金融系
统党的建设职责划入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三）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加强党中央
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推进国家创
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研究审议国家科
技发展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政策，统筹解
决科技领域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
研究确定国家战略科技任务和重大科研项目，
统筹布局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统筹协
调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等，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
协调机构。

中央科技委员会办事机构职责由重组后
的科学技术部整体承担。

保留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服务党中央重大
科技决策，对中央科技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作为中央科技委员
会领导下的学术性、专业性专家委员会，不再
作为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

不再保留中央国家实验室建设领导小组、
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
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省级党委科技领域议事协调机构结合实
际组建。

（四）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统筹指
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统
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统
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协调推
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指导混
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指导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作为党中央职能部门。

中央社会工作部统一领导国家信访局。
国家信访局由国务院办公厅管理的国家局调
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中央社会工作部划入民政部的指导城乡
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拟订社会工作
政策等职责，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
层政权建设。划入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

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归口
承担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建设职责，划
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全
国志愿服务工作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督促
检查等职责。

省、市、县级党委组建社会工作部门，相应
划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的“两新”工委职责。

（五）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承担在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
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国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
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方面的调查研
究、统筹协调、督促落实职责，在国务院港澳事
务办公室基础上组建，作为党中央办事机构，
保留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牌子。

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二、深化全国人大机构改革

（六）组建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
会。负责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资格审查、
联络服务有关工作，指导协调代表集中视察、
专题调研、联系群众有关工作，统筹管理全国
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工作，负责全国人大代表履
职监督管理，统筹全国人大代表学习培训工
作，指导省级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等，承担全
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具体工
作，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委员会。

三、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

（七）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加强科学技
术部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
链条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
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等职能，强化战略规划、体
制改革、资源统筹、综合协调、政策法规、督促
检查等宏观管理职责，保留国家基础研究和应
用基础研究、国家实验室建设、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和产学研结合、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科技监督评价体系建设、科研诚信建设、国际
科技合作、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国家科技评奖
等相关职责，仍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将科学技术部的组织拟订科技促进农业
农村发展规划和政策、指导农村科技进步职责
划入农业农村部。将科学技术部的组织拟订
科技促进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职责分别划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将科学技术部的组织
拟订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规划和政策，指导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等科技园区建设，指导科技服务业、技术市
场、科技中介组织发展等职责划入工业和信息

化部。将科学技术部的负责引进国外智力工
作职责划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加挂国家外国专家局牌子。

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完
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执行和专业机构管理体
制，调整科学技术部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协调管理、科研项目资金协调评估
等职责，将科学技术部所属中国农村技术开发
中心划入农业农村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
划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 21世纪议程
管理中心、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划
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仍由科学技术
部管理。

科学技术部不再保留国家外国专家局牌子。
地方政府科技部门职责结合实际进行调

整。
（八）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一

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强化机构监
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
管，统筹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强风险
管理和防范处置，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作
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基础上组建，将中国人民银行
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
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投资者保护职责划入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

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九）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建立

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
方金融监管体制，统筹优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
地方派出机构设置和力量配备。地方政府设
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不再加挂金
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等牌子。

（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整为国
务院直属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由
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强化资本市场监管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的企业债券发行审核职责，由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负责公司（企业）债券发
行审核工作。

（十一）统筹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改革。撤销中国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及分行营
业管理部、总行直属营业管理部和省会城市中
心支行，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省级
分行，在深圳、大连、宁波、青岛、厦门设立计划
单列市分行。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保留中
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牌子，中国人民银行上

海分行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合署办公。
不再保留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相关

职能上收至中国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
对边境或外贸结售汇业务量大的地区，可根据
工作需要，采取中国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
派出机构方式履行相关管理服务职能。

（十二）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按照
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相关管理规定，将中央金
融管理部门管理的市场经营类机构剥离，相关
国有金融资产划入国有金融资本受托管理机
构，由其根据国务院授权统一履行出资人职责。

（十三）加强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统一
规范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
理局及其分支机构、派出机构均使用行政编
制，工作人员纳入国家公务员统一规范管理，
执行国家公务员工资待遇标准。

（十四）组建国家数据局。负责协调推进
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
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
社会规划和建设等，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管理。

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承担的研究拟订数字中国建设方案、协调推动
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信息化、协调促进智慧城
市建设、协调国家重要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共
享、推动信息资源跨行业跨部门互联互通等职
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担的统筹推进数
字经济发展、组织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
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布
局建设等职责划入国家数据局。

省级政府数据管理机构结合实际组建。
（十五）优化农业农村部职责。为统筹抓

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各项工作，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将国家乡村振兴局的牵头开展
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组织拟订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和重点地区帮扶政策，组织开展东西部
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研究提出中央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相关资金分配建议方案并
指导、监督资金使用，推动乡村帮扶产业发展，
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发展等职责划
入农业农村部，在农业农村部加挂国家乡村振
兴局牌子。

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的过渡期
内，有关帮扶政策、财政支持、项目安排保持总
体稳定，资金项目相对独立运行管理。

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乡村振兴局。
省、市、县级乡村振兴机构职责划入同级

农业农村部门。
（十六）完善老龄工作体制。实施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
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
组织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
施、承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等职
责划入民政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改设在民政部，强化其综合协调、督促指导、组
织推进老龄事业发展职责。

中国老龄协会改由民政部代管。
（十七）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加快推

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
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将国家知识
产权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的国家
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商标、专利等领域
执法职责继续由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承担，
相关执法工作接受国家知识产权局专业指导。

四、深化全国政协机构改革

（十八）优化全国政协界别设置。全国政协
界别增设“环境资源界”。将“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界别整合，设立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界别。优化“特别邀请人士”界别委员构成。

五、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

（十九）精减中央和国家机关人员编制。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按照5%
的比例进行精减，收回的编制主要用于加强重
点领域和重要工作。中央垂管派出机构、驻外
机构不纳入统一精减范围，根据行业和系统实
际，盘活用好存量编制资源。

地方党政机关人员编制精减工作，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结合实际研究确定。
县、乡两级不作精减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全局高度，充分认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决策部署上来，坚决维护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权
威性和严肃性，坚定改革信心和决心，加强组
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不折不扣把机构改革
任务落到实处。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统筹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组织实
施工作。地方机构改革由省级党委统一领导，
改革方案报党中央备案。中央层面的改革任
务力争在 2023年年底前完成，地方层面的改
革任务力争在2024年年底前完成。推进机构
改革情况和遇到的重大问题及时向党中央请
示报告。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