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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奉贤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决定催告通知书

上海市奉贤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决定催告通知书

上海锦恒聚氨酯装饰有限公司：

上海锦恒聚氨酯装饰有限公司：

我局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2120180315 号，你（单

我局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2120180314 号，你（单
位）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如下行政决定：

位）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如下行政决定：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十
日内依法履行上述行政决定。逾期不履行，
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十
日内依法履行上述行政决定。逾期不履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来我

你（单位）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来我

局（环城东路 383 号丽洲大厦 19 楼 1910，联系电话 60882689）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

局（环城东路 383 号丽洲大厦 19 楼 1910，联系电话 60882689）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

弃陈述和申辩权利。

弃陈述和申辩权利。

因你单位下落不明，
或通过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因你单位下落不明，
或通过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决定催告通知书》
（沪奉环催字[2019]第 33 号）。

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决定催告通知书》
（沪奉环催字[2019]第 34 号）。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 383 号（丽洲大厦 18 楼 1817 室）

联系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 383 号（丽洲大厦 18 楼 1817 室）

邮编：201499

邮编：201499

联系人：奉贤区环境保护局法宣科

联系电话：
021-60882660

联系人：
奉贤区环境保护局法宣科

联系电话：021-60882660

上海市奉贤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决定催告通知书

上海市奉贤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决定催告通知书

上海锦恒聚氨酯装饰有限公司：

上海锦恒聚氨酯装饰有限公司：

我局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2120180320 号，你（单

我局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2120180319 号，你（单
位）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如下行政决定：

位）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如下行政决定：
罚款人民币壹拾捌万元整、没收违法所得贰万伍仟伍佰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十
日内依法履行上述行政决定。逾期不履行，
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罚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十
日内依法履行上述行政决定。逾期不履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来我

你（单位）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来我

局（环城东路 383 号丽洲大厦 19 楼 1910，联系电话 60882689）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

局（环城东路 383 号丽洲大厦 19 楼 1910，联系电话 60882689）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

弃陈述和申辩权利。

弃陈述和申辩权利。

因你单位下落不明，
或通过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因你单位下落不明，
或通过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决定催告通知书》
（沪奉环催字[2019]第 35 号）。

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决定催告通知书》
（沪奉环催字[2019]第 36 号）。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 383 号（丽洲大厦 18 楼 1817 室）

联系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 383 号（丽洲大厦 18 楼 1817 室）

邮编：201499

邮编：201499

联系人：奉贤区环境保护局法宣科

联系电话：
021-60882660

联系人：
奉贤区环境保护局法宣科

联系电话：021-60882660

上海市奉贤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决定催告通知书

上海市奉贤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决定催告通知书

上海锦恒聚氨酯装饰有限公司：

上海锦恒聚氨酯装饰有限公司：

我局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2120180318 号，你（单

我局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2120180317 号，你（单
位）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如下行政决定：

位）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如下行政决定：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十
日内依法履行上述行政决定。逾期不履行，
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十
日内依法履行上述行政决定。逾期不履行，
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来我

你（单位）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来我

局（环城东路 383 号丽洲大厦 19 楼 1910，联系电话 60882689）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

局（环城东路 383 号丽洲大厦 19 楼 1910，联系电话 60882689）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

弃陈述和申辩权利。

弃陈述和申辩权利。

因你单位下落不明，
或通过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因你单位下落不明，
或通过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决定催告通知书》
（沪奉环催字[2019]第 37 号）。

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决定催告通知书》
（沪奉环催字[2019]第 38 号）。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 383 号（丽洲大厦 18 楼 1817 室）

联系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 383 号（丽洲大厦 18 楼 1817 室）

邮编：201499

邮编：201499

联系人：奉贤区环境保护局法宣科

联系电话：
021-60882660

联系人：
奉贤区环境保护局法宣科

联系电话：021-60882660

上海市奉贤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决定催告通知书

上海市奉贤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决定催告通知书

上海锦恒聚氨酯装饰有限公司：

上海旭蕊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我局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2120180316 号，你（单

我局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2120180337 号，你（单
位）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如下行政决定：

位）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如下行政决定：

罚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

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十
日内依法履行上述行政决定。逾期不履行，
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十
日内依法履行上述行政决定。逾期不履行，
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来我

你（单位）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来我

局（环城东路 383 号丽洲大厦 19 楼 1910，联系电话 60882689）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

局（环城东路 383 号丽洲大厦 19 楼 1910，联系电话 60882689）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

弃陈述和申辩权利。

弃陈述和申辩权利。

因你单位下落不明，
或通过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因你单位下落不明，
或通过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决定催告通知书》
（沪奉环催字[2019]第 39 号）。

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决定催告通知书》
（沪奉环催字[2019]第 40 号）。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 383 号（丽洲大厦 18 楼 1817 室）

联系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 383 号（丽洲大厦 18 楼 1817 室）

邮编：201499

邮编：201499

联系人：奉贤区环境保护局法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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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21-60882660

联系人：
奉贤区环境保护局法宣科

联系电话：021-60882660

［耳听八方］

江苏
启动放心农资
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
当前正值农业生产关键时
节，是农资购买使用的高峰期，
也是假冒伪劣农资案件的高发
期。为指导农民购买优质农
资、用好绿色农资，提高农资质
量安全意识和维权能力，近日，
以“放心农资促提质增效，质量
兴农惠万村千乡”为主题的江
苏“2019 年放心农资下乡进村
宣传周”活动在沭阳县钱集镇
启动。据悉，江苏高度重视农
资监管和服务工作，常年持续
深入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
动。2018 年，全省农业农村系
统共出动执法人员 87279 人次，
立案查处各类违法案件 767 起，
查获违法农资 52.1 万公斤，为
农民挽回经济损失约 800 万元，
农资市场秩序持续向好。

吉林
启动建设
地膜治理示范县
从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
到，2019 年，吉林省启动建设
地膜治理示范县，通过两年的
时间，实现示范县推广使用标
准地膜、回收加工体系进一步
完 善 、当 季 地 膜 回 收 率 达 到
80%以上，率先基本实现地膜
资源化利用。到 2020 年，全省
废旧农膜回收加工网络持续健
康运行，资源化利用水平进一
步提升，政策机制进一步完善，
总体农膜回收利用率达到 80%
以上。据了解，吉林省将以花
生、玉米和瓜菜等大宗覆膜作
物为重点，选择覆膜面积大并
具备废旧农膜回收加工能力的
县作为示范样板。

青海
具备条件的建制村
全部通客车
从青海省交通运输厅获
悉，青海省今年计划新改建农
村 公 路 4000 公 里 、便 民 桥 梁
150 座，将在 7 月底前全部建成
83 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点 配 套 公 路 ，年 内 实 现 全 省
100%具备条件的乡镇通硬化
路、100%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
客车。为彻底打通农村群众脱
贫致富“最后一公里”，今年青
海省交通运输部门计划全部建
成全省“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点配套道路，还将在
深度贫困地区实施通达自然村
公路 1000 公里，推动农村公路
尽量向进村入户倾斜，并分地
区分类别制订具备条件建制村
通客车工作计划，建成贫困地
区县级客运站 3 个、乡镇运输
服务站 17 个。在年内实现具
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客车。

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封面人物观点］

［核心提示］

作者简介

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需要从整体入手，
做好相应战略指导，大力调整农村经济模式，完善产业结构，更好地平衡农村各

何 静

大生产要素，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稳步发展。

河南农业大学讲师

【

乡村振兴战略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需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强
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
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
党工作重中之重”，并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新的经济形势
下，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需要加大力度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全面优化和
整合农业结构，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努
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
续的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有利于更好地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是我
们党在农村开展工作的全新战略，需要从乡村
振兴入手，并将发展各大相关产业作为工作的
重中之重，唯有这样才能够为农村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乡村振兴战略要打造
宜居的生态环境，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稳步发

【

展，达到农村社会民主管理需求，确保农民生
活富裕。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农村环境的
日益改善，农民工返乡就业和创业渐渐成为了
一场逆向运动，也成为了发展农村经济的支
柱，因此，当前农村经济应着眼于为社会公众
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大大提高农民的经济收
入。农村现代化建设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的一大路径，有利于促进农村现代化建设。从
当前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可利用现代化
建设手段来推动农村的向前发展。例如可以
以建设现代化农村为主，重新审视和规划农村
区域发展空间，使城乡融合发展，防止城乡规
划不合理等情况出现。在城乡融合发展规划
的制定过程中，由于缺少相关数据信息的支
持，因此很容易出现决策失误，对此需要高度
重视，及时掌握城市与农村区域发展情况，为
促进城乡融合稳步发展提供依据。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增强区域发展
协同性的重要途径，是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的
内在要求，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
撑，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举
措。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两
个战略的实施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中的两个重要任务。按照城乡统筹
的发展战略，我国的乡村发展严重滞后，急需
振兴。乡村振兴也是落实党中央提出的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实际行动。农民能否小
康，是我们全面小康的关键。乡村振兴战略的
提出也是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环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性变化赋予农业农村
新使命。农业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乡村振兴这一重大战略的提出，是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重要阶段性变化的必
然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

我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
我国幅员辽阔，一些地形地貌会对农村区域经
济发展带来影响。不同地区拥有的地理条件
与自然资源也有所不同，再加上我国对于各农
村地区投入的人力、财力以及物力资源也不相
同，这就必然会造成农村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不一，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之间的经济水平
差距较大。其次，由于区域城镇化与工业化发
展速度不协调，使得当前在城镇化与工业化方
面，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还有很大差
距。
我国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
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发展
水平较低，结构不合理。我国农村区域经济发

展以农业发展为主，近些年来也取得了满意的
成效，比如促进农业生产的水利化与机械化，
但在小农经济影响下，农业生产规模水平还需
要逐步加强，同时农业经济发展区域也有很大
差异。从根本上而言，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水
平并不高，农产品附加值也很低，特别是对于
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农业经济生产还以
个体经营方式为主，经营模式过于分散，不但
影响了规模效益的提高，而且影响了农产品的
销售。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农产品销售模
式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借助网络平台方式
来销售农产品，或是企业以农产品供应链构建
方式，打造的新时代农产品生产与销售模式，
切实促进了区域产业化进程，但也无形之间拉
大了发达农村与落后农村的经济差距，造成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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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区域经济发展越发不协调。二是资金支持
力度不大，缺乏充足的人才资源。当前，如何
引导金融的活水往农村洼地流，强化农村金融
机构回归服务农村实体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绕
不开的问题。从农民个体层面而言，无论是扩
大农民承包土地面积，还是购买种子、农药、生
产原材料、设备，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若是
农民难以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撑，就难以有效开
展农业生产，这样也就没有办法得到收入。三
是农业要素流动不顺畅。导致城乡发展差距
拉大的原因主要就在于城乡要素市场割裂，城
乡不能顺畅流动和平等交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必须重塑城乡关系，建立城乡要素自由
流动、平等交换、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

【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应对措施】
以农业产业化为核心，充分发挥农业产业
化作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于农村产业
化的实现有着更高要求，并提出以推动农业产
业化发展为任务，发挥其对农村经济繁荣发展
的带动作用。当前农村经济区域协调发展也
需要从农业产业化入手，完善产业结构体系，
推动区域均衡稳步发展。在实际做法中，鼓励
龙头企业起到带头作用，利用市场调节方式，
以多种方式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
济发展想要达到规模化经营要求，只有转变传
统分散化的农村经济模式，才能够获得更多
令人满意的经济效益。同时，在促进农业产
业化发展过程中，龙头企业需要充分发挥其
作用，重视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实
现生产、销售于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这样既
能够减少农业生产成本，也能够提高经济效
益，对接市场发展需求，形成特色化、专业
化的经营模式。
大力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完善相关政
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框架体系，
加大“三农”投入力度。要强化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的财政支持，将农业基础建设资金列入财
政预算，健全专项资金管理机制，确保投入产
出效益；健全农业生产经营社会保障政策体
系，降低农业产业经营风险；健全完善农业产
业化政策扶持体系，在财政、税收、用地、用电
等方面制定扶持政策；建立健全与现代农业生
产经营相适应的生产经营体系，加快土地流转
进程，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集约
化。高度重视发达地区区域优势，发挥带头作
用，其他农村区域应借鉴和学习相关经验，并
结合实际状况进行针对性创新与完善，从政策
视角入手，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便于将农业资
源优势更好地发挥。
建立生产要素流动机制，促进生产要素的
合理流通。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农业市场经济
活跃度密切相关，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的重要因素，结合当前我国农村生产要素流通
的实际情况，必须要采用相关措施，加大生产
效率与生产质量，完善农业生产要素流通结构
体系，特别是需要优化和整合人才与资本途
径，形成具体的、流通的生产要素机制。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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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要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活力，达到预期
的乡村振兴发展目标。在乡村振兴战略引导
下，我国需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创新，提升农
业生产科技质量，加强建设土地管理机制，完
善农业生产投入机制以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机制，加大力度培养专业人才，完善农业人才
培养机构体系，为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做好各方
面保障。
以政府为指导，增加资金与科技投入力
度。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为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特别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政府必须要制
定相应的扶贫政策，吸引人才与资本。要加大
人才培训力度，提高农村生产能力，充分发挥
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要完善农业人才
培养体系，鼓励广大学生毕业后回乡发展，为
实现农村经济发展添入更大的活力。
（摘编自《人民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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