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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正娟迁移证00095493遗失，特
此 声 明 。 身 份 证 号 ：
632121199002044523

◇兰生福青BG6367车辆登记证书
遗失，特此声明。

◇循化县马晓琴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6321280003725遗失，特此声明。

◇民和星程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6321220006623遗失，特此声明。

◇民和县阿依舍小吃店营业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632122MA753M9K13、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632122197404040469 遗 失 ，特 此 声
明。

◇红崖子沟担水路村贺玉莲的

互助县设施农用地批准书，互国土资
（2012）农建字第（003）号遗失，特此
声明。

◇邵有礼青B18571车辆登记证书、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遗失，特
此声明。

◇青海化青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青 BC9003车辆登记证书遗失，特此
声明。

◇张玉梅民和县顺风钢材经营
店，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632122MA755QBA4K 遗失，特此
声明。

◇化隆县恒禄贸易商行青 B19375
车辆登记证书遗失，特此声明。

◇化隆县成福家庭农牧场投资人
马成福的营业执照632127090005070号
副本遗失，特此声明。

平安县玉林养殖专业合作社现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并成立清算小组，组长：李得玉。成员：李得
菊、马国金、刘青香、文占花，请债权人自2018年3月13
日起60日内向本事务所清算组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平安县玉林养殖专业合作社
2018年3月13日

海东建渊民族服饰有限公司现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并成立清算小组，组长：魏福忠。成员：
魏福忠、魏建渊，请债权人自2018年3月13日起45日
内向本事务所清算组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海东建渊民族服饰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3日

海东市平安区金地统一征地事务所现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成立清算小组，组长：严章。成
员：李常业、尚英 ，请债权人自 2018年 3月 13日起 45
日内向本事务所清算组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海东市平安区金地统一征地事务所
2018年3月13日

根据《关于印发<乐都区关于组织开
展评选“五个十佳”活动实施方案>的通
知》（乐文明办〔2017〕5号）要求，区文明
办根据各单位上报情况对“五个十佳”先
进个人进行了初步筛选。2018年2月26
日区文明委召开会议对 2017年度上报

的“五个十佳”先进个人进行会议审定，
并征求了区纪委、政法委、统战部、公安
局、国税局、卫计局、安监局、环保局和市
场监督管理局的意见，最终确定了许国
琦、张中麒等 50 名“五个十佳”先进个
人，崔小艳、阿玉英等 20名“五个十佳”

先进个人提名人选。为体现公开、公正、
公平原则，现将先进个人、提名人选名单
予以公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接受
广大群众监督。如有意见和建议，可通
过信函、邮件、电话等方式，向区文明办
反映。

公示时间：2018年 3月 14日—2018
年3月20号

联系电话：0972-8622331
海东市乐都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2018年3月14日

2017年度“五个十佳”先进个人和提名人选公示

一、“五个十佳”先进个人（50名）
十佳助人为乐（10名）
许国琦 峰堆乡下帐房村村民
张中麒 碾伯镇个体诊所医生
付书辉 寿乐镇寿乐社区党支部书记
韩学青 瞿昙镇浪下村党支部书记
黄振荣 青海宏恩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
黄艳梅 乐都区地方税务局副局长
沈承国 乐都区第二中学教师
曹进彦 青海安泰建筑集团董事长
薛拉杰 乐都区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王保金 下营乡祝家村村民
十佳诚实守信（10名）
马海燕 海东华润燃气有限公司财

务部出纳
李永成 碾伯镇东门巷个体商户
杜银桂 碾伯镇下教场村村民
石才和 乐都公证处主任
秦怀寿 青海秦旺水利水电工程有

限公司董事长
吴国鸿 乐都区农副日杂土产公司

总经理
尹得胜 瞿昙镇河西村党支部书记
林 海 乐都区四海马铃薯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余国斌 马营乡卡拉村党支部书记
白恩江 乐都尕斯玛小炒经理
十佳爱岗敬业（10名）
杜永忠 公安局五二派出所所长
王海成 寿乐镇王佛寺村党支部书记
李晓琴 区委组织部干部
朱良祯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
周 强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董其平 桥北学校教师
李永玺 林业局干部
宁爱萍 交通局干部
祝存林 乐都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王乐丽 乐都区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
十佳孝亲敬老（10名）
倪宝山 乐都区人民检察院专职委员
文海峰 乐都区国家税务局干部
李金郁 碾伯镇水磨营社区居民
丁秀丽 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

李柱花 共和乡虎林村村民
梅旦智 城台乡小沟村村民
辛有忠 蒲台乡辛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王 萍 区委宣传部职员
杨金秀 李家乡烂泥沟村村民
李有兰 乐都区中医院主管检验师
十佳创建文明城市（10名）
魏英梅 城管局环卫工人
周世显 碾伯镇文化街社区居民
马雪峰 林业局干部
拉有清 碾伯镇水磨营社区居民
李连和 高庙镇新庄村党支部书记
李光瑞 海东市名扬微生活传媒有

限公司经理
时兴花 城管局环卫工人
王复存 高庙镇柳湾村党支部书记
杨泗林 寿乐镇杨家山村村民
曹青民 农牧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干部
二、“五个十佳”先进个人提名人选

（20名）
赵德有 李家乡尕泉湾村第一书记

崔小艳 乐都区国家税务局干部
阿玉英 乐都区第二中学教师
李积善 农牧局农业园区干部
唐富基 九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易国平 乐都区地方税务局干部
王玉花 碾伯镇文化街社区职工
袁昌钰 乐都区交警大队民警
李树平 海东华润燃气有限公司职工
吴树刚 洪水镇洪水坪党支部书记
叶英虎 乐都区水务局干部
韩晓梅 文化街社区党支部书记
余万红 蒲台乡羊起台村党支部书记
王登君 李家乡烂泥沟村党支部书

记
候梦福 乐都区第四中学教师
董世璞 瞿昙镇纪委书记
李沅林 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

监察员
张小莉 中国人民银行乐都支行科员
王存海 中岭乡泉沟村党支部书记
梅成烈 城台乡城子村党支部书记

2017年度“五个十佳”先进个人和提名人选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