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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1号)第七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国土资源部《关
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
资发〔2011〕14号）注销条件的有关规定和《贵州省矿产
资源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以及配合此次《省国土资
源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领域专项整
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黔国土资发〔2015〕38号）的
相关矿权清理行动，现对未参加采矿许可证年检和未办
理采矿权延续登记手续的22家砂石土矿企业持有的采

矿许可证予以公告注销。
被注销采矿许可证企业如有疑义，可在公告发布之

日起60个工作日内向镇宁自治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复议
或90个工作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1.采矿许可证注销名单
2.涉及法规、文件规定原文摘录

镇宁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5年12月17日

镇宁自治县国土资源局注销采矿许可证公告

附件1 采矿许可证注销名单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涉及条款：
第七条第二款：采矿权人逾期不办理延续登记手续

的，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
第十六条：采矿权人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内或者有

效期届满，停办、关闭矿山的，应当自决定停办或者关闭
矿山之日起30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注
销登记手续。

第二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定，不办理采矿许可证
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手续的，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

《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涉
及条款：

四、规范采矿权抵押备案、注销条件

（三十二）采矿权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公告、
并已送达采矿许可证注销通知期满60个工作日后仍不
申请办理注销的，原登记管理机关可以直接注销采矿许
可证。

1.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因安全生产问题决定关闭且企
业法人不再存续的；

2.企业法人主体资格灭失并且没有合法权利义务承
继主体的；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需要直接注销的情形。
《贵州省矿产资源条例》涉及条款：
第二十五条 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实行年检制

度。未经年检的，所持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即自行
失效。

附件2 涉及法规、文件规定原文摘录

镇宁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和安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于2015年10月23日在《安顺日报》第7版刊登的安
市公资交（地）字告﹝2015﹞47号公告，挂牌出让镇宁自
治县环翠路西端南侧（镇丁路北侧）2015-镇挂-25号地
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又于2015年11月24日在《安
顺日报》第7版刊登了该地块的挂牌延期公告。

按照县人民政府工作安排，该地块的保证金需作调
整，根据镇府函﹝2015﹞182号批复，该地块交纳的保证
金由原定的5200万元调整为3000万元，由于保证金变
更，顺延挂牌出让时间：交纳保证金及提交报名申请资

料截至时间从2015年 12月 21日下午17：00时延至
2016年1月18日下午17：00时；竞买资格审查截止时
间由2015年12月22日上午12:00前延至2016年1月
19日上午12:00前；挂牌截止时间由2015年12月23日
下午16:00时延至2016年1月20日下午16:00时。其
他公告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安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镇宁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5年12月18日

镇宁自治县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保证金变更公告

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其位于镇宁自治
县丁旗镇桃树堡（镇普路旁）国有土地使用权办理国有
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国有土地使用证为：镇国用
（2012）第 14 号 ，土 地 用 途 为 工 业 用 地 ，面 积 为
109566.30平方米，使用权类型为出让。抵押权人为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宁支行，借款人为贵州红星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抵押人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现将办理抵押登记情况予以公布，对上述宗
地使用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的，请于公告发布之
日起 2日内，到镇宁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地籍股提出
申请。

联系电话：0851—32220811
特此公告

镇宁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5年12月15日

镇宁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
抵押登记公告

为了展示我市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优秀学术成果，促
进学术繁荣、学科发展、人才成长和科技进步，推动科教
兴市和人才强市战略的全面实施，实现安顺经济社会跨
越发展，市科协、市科技局决定对2013—2015年度安顺
市第六次自然科学优秀论文进行评审奖励。经个人申
报、单位推荐、专家评议，安顺市第六次自然科学优秀论
文评审奖励委员会审定，第六次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公示
如下：

一、农业类
一等奖1篇
《中国西南岩溶地区天然草地植被动态变化研究》

——雷会义 安顺市草地工作站
二等奖2篇
1、《早熟高产杂交水稻新组合金优９９０的选育》

——张家洪 安顺市农业科学院
2、《“小别墅”生态高效优质鸡蛋生产技术》

——朱国安 贵州柳江畜禽有限公司
三等奖3篇
1、《猪繁殖与呼吸综合症病毒AS株全基因组测定

与分析》 ——罗永荣 安顺市农业科学院
2、《黔中地区覆膜盖土对马铃薯商品薯及经济性状

的影响》 ——牛力立 安顺市农业科学院
3、《玉米品种顺单7号密度与肥料调控的数学模型》

——张毅 安顺市农业科学院
二、医学类
一等奖1篇
《TCT和DNA倍体分析技术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

用比较》
——范远芳 安顺市妇幼保健院

二等奖2篇
1、《安顺市2003—2012年法定传染病疫情分析》

——董钧铭 安顺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安顺市城郊零散蔬菜重金属含量分析及健康风

险评价》 —王灵秋 安顺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三等奖3篇
1、《医院感染知识培训在提高医务人员无菌技术操

作中的作用》 ——赵丽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
2、《肠道外营养治疗低出生体重儿50例临床观察》

——张璇 安顺市妇幼保健院
3、《护理管理在控制医院感染中的作用》

——罗元柳 安顺市妇幼保健院
三、综合类
一等奖1篇
《基于CI指数和K指数的近40年安顺区域干旱演

变特征》 ——吴哲红 安顺市气象局
二等奖2篇
1、《贵州喀斯特山区雨洪资源高效利用》

——陈洪元 普定县岩溶研究办公室
2、《地面自动站气象要素网络共享平台的实现》

——符凤平 安顺市气象局
三等奖3篇
1、《贵州普定水电站大坝观测孔处水文水化学分析

及其潜在风险评估》
——陈波 普定县岩溶研究办公室

2、《贵州省两次大雾过程的对比分析》
——王兴菊 安顺市气象局

3、《基于AHP的安顺市农业气候资源指标权重的
确定》

——肖俊 安顺市气象局
四、教育类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2篇
1、《从专业教育教学层面控制“9+3”中职生流失的

对策研究与实践——以护理专业为例》
——陈晓斌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

2、《一道平面几何试题的多种证法》
——李志均 安顺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三等奖2篇
1、《大数据时代高职院校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策略

探析》
——冯桥华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

2、《基于模拟公司项目教学模式下《计算机组装与
维护》教学模型探析》

——陶金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
现将获奖论文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时间12月18日,

公示时间7天。如有疑议，请联系安顺市科协办公室，联
系电话：33344357、13765396319。

安顺市科学技术协会
2015年12月18日

安顺市第六次自然科学优秀论文评审结果的公示

聂金平、郭久兰：
本院受理原告姜梅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贵州
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1970号民
事判决书，本判决主要内容为：驳回原告姜梅的诉讼请

求。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安顺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建辉、项武：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和与被告韩晓东、陈松柳、吴建

辉及第三人项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原告向本院起
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欠款7000000元并按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截止诉讼之日利息
约为5166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追加第三人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30日。请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
状及公告期满后30日内提交相关证据。并定于2016年
3月22日上午9时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第二法庭公开开
庭受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根据债权人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黔农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12月4日裁定受理安
顺云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因债务人的财
产状况不明确、有关财务会计报表不完整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
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管理
人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现面向安顺市范围内采取随机
方式指定本案管理人。

一、申报条件
安顺市范围内入选一、二级破产管理人名册的机构

均可申请报名参与竞争。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社会中介机构，不能申请报名：
1、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2、曾被吊销相关专业执业证书；
3、因执业、经营中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受到行

政机关、监管机构或者行业自律组织行政处罚或者纪律
处分之日起未逾三年；

4、因涉嫌违法行为正被相关部门调查；
5、缺乏担任管理人所应具备的专业能力；
6、缺乏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7、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8、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影响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其他

情形。
二、应当提交的材料
申报参与竞选本案管理人，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1.执业证书、依法批准设立文件或者营业执照；

2.章程或合伙协议；
3.本单位专职从业人员名单及其执业资格证书复印

件；
4.业务和业绩材料；
5.办公场所或者经营场所的房屋租赁合同或房屋产

权证复印件；
6.能够证明胜任本案管理人职责的其他材料；
7.行业自律组织对所提供材料真实性以及有无被行

政处罚或者纪律处分情况的证明。
三、本案管理人竞争、指定程序
本案采取邀请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具体工作由本

院民二庭负责，本院将成立评审小组，对符合申报条件
的机构经初审后从中采取随机抽签方式确定本案最终
管理人。本院纪检监察室全程监督。

四、申报材料提交方式、时间、地点
符合申报条件的社会中介机构于2015年12月23

日之前将参选申请书、汇编成册的材料（内含申请书）各
2份提交至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所有材料应
附电子版。

五、本公告所涉及内容除法律规定外由安顺市西秀
区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解释。

联系电话：0851-33508979，联系人：何坤
特此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西民破字第1-2号

安顺市平坝区健有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号：
520421NA000245X）拟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所有对该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在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视为

放弃权利，本公司将不再承担一切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安顺市平坝区健有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5年12月17日

注销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