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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一、土地概况:东郊白头尾渔船修造厂土地整体现状招租，面积共
计11518.72㎡，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地上2幢房屋建筑物，经鉴定均
为危房,无法使用，不作为本次租赁范围。租赁期间，如需对地上建筑
物进行拆除，承租方应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报批手续，并对其承担一
切相关费用。地上500多棵成年树种，因本次评估对象为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租金价值，并未对其生长位置及其是否对土地使用价值产生影
响做出相应修正。租赁期间，如需对地上树种移植或砍伐，承租方应
办理合法手续承担移植费用或按照资产评估价值支付相应补偿费用。

二、招租要求:1.土地用途：在保证安全、符合用地规划、合规报建
后的前提下租用土地。2.招租底价：第一年3.53元/㎡·月，每3年按
5%的增长率单利递增计算。3.租赁年限：10年。4.租金支付方式：半
年支付一次，一次支付6个月租金。5.招租方式：公开现场竞价招租，
价高者得。6.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即为租期开始。

三、报名要求事项:1.报名准备材料：报名者需提交合法的身份证

明（企业单位竞租人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法人身份证明书、法人身份
证复印件；个人竞租人需提供个人身份证复印件）。2.报名参加竞租者
需按规定时间缴纳竞租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汇入我司账户（账号：
46050100543600000292;开户名称：海南文昌航天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开户行：建行文昌支行）。中标者保证金转为押金，多退少
补。未中标者保证金无息全额退还。3.中标者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
15个工作日之内签订租赁合同。如中标者逾期未签订租赁合同，视为
弃权，保证金不予退还。

四、参与时间及地点:1.报名时间：2021年11月1日-11月5日。
2.报名地址：文昌市庆龄西横路杏林花园10#/11#商铺二楼。3.竞价
时间：2021年11月8日上午9：30。4.竞价地点：文昌市庆龄西横路杏
林花园10#/11#商铺二楼。

五、联系方式：吴女士，电话63389001。
海南文昌航天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日

东郊白头尾渔船修造厂土地招租的公告

关于申请执行人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周俊、李立志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查封了

被执行人周俊、李立志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金垦路 3 号碧

湖家园5号楼第15层1508房[不动产权证号∶HK304292]房

产。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

处置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2406号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1年11月15日8:30至2021年11月16日

10:30（延时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s://hgjg.jd.com/#/
two/7145）在线公开按现状净价拍卖：1、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平镇
临街铺面（原润旺超市及盛木种养专业合作社办公点），面积为829.46
平方米，其中453平方米为商业房地产，含土地使用权，剩余部分为加
盖，不含土地使用权；2、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种植物。以上标的具体

情况详见京东网拍卖平台上所列清单及详情。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
册京东平台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按清单要求支付竞买保证金。竞买
人需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和其他相关规定
后报名参与竞买。此次拍卖标的是依法判决没收、折抵罚金财产，委托
方及拍卖人对其品质、真伪、瑕疵不做任何担保。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
之日起至拍卖开始前一天止（节假日除外）。标的展示地址：标的物所在
地展示。咨询电话：0898-68551218 、18689812120、13337624167。
咨询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B802房。

建设单位为琼海市人民医院，院区总用地面积49088.65m2（约
73.63亩），位于嘉积镇富海路南侧。现向我局申报公共卫生大楼规
划建筑设计方案，新建公共卫生大楼总建筑面积14662.48m2。院区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容积率 1.9，建筑密度 30.47%，绿地率
32.04%。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
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11月1日至11月9日）。2.公示地
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
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
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
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
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
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28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市人民医院公共卫生大楼规划建筑设计方案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威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用地面积
3654.23m2（约5.48亩），位于琼海市嘉积镇新村墟。公司现向我局
申报规划设计方案，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4096.34m2，
计容建筑面积4096.34m2（其中含商业810.7m2，住宅3186.16m2)，
容积率1.12，建筑密度39.15%，绿地率42.3%。为了广泛征求相关
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
日（11月1日至11月9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
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
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
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 咨询电话：
0898—62842789，联系人：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28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威宇商住楼规划设计方案的公示

海湾花园S2地块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北侧10号，项目于2016
年11月通过规划许可，变更内容为：商业空调位、门窗细部、室内外
楼梯等。经审查，变更方案不涉及容积率等规划指标的调整。为广
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
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0月29日至11月11日）。2、公示地点：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
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
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
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4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
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2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湾花园S2地块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基准日之后产生的利息，以及与贷款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该39户不良债权资产包截至2021年9月20日，本金
11,261.16万元，利息20,651.09万元，债权金额合计31,912.24万元)。上述债权金额仅供参考，不构成我司对债权最终回收金额的承诺，最
终的债权金额以司法裁定为准。债权具体情况及相关瑕疵披露情况请投资者登录我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司
有关部门接洽查询。一、处置方式：公开竞价转让。二、付款方式：一次性付款。三、竞价日程安排：

注：该时间表为我司初步拟定，若有变动，另行通知。四、公告期限：2021年11月1日起至2021年11月3日。公告期内，我司受理该
资产竞价有关的咨询和办理竞价登记手续等相关事项。五、其他事项：本公告不构成出售上述债权的承诺。投资者可根据我司提供的竞
价规则及债权转让协议所列条件及条款出价购买上述资产，在双方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之前，我司不对任何潜在的、已注册或我司给予竞
价资格的投资者承担任何责任。我司欢迎有意向的境内外投资者前来咨询、洽谈（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及其所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除外）。六、联系人、联系方式：与本次竞价有关的所有沟通函件，均以书面形式直接交付我司，竞价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赵女士、张女士。联系电话：0898-36686291、0898-36687631。传真：0898-36686281。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
海南大厦副楼14层9015室。邮政编码：570203。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0898-36686283。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
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1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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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五指山熊竹种植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省五指山第一村
海南金达旅业有限公司
五指山阳光实业有限公司
五指山康宝实业有限公司（五指山康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椰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五指山振兴扶贫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金田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百果园种猪场有限公司
五指山市孔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市畅好乡农场
五指山市菜蓝子工程有限公司
五指山万山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金大实业有限公司
五指山民生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市南圣镇文化农场
屯昌江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绿田园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县南飞实业发展总公司（海南屯昌南飞实业发展总公司）
屯昌鹰平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恒绿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屯昌县新兴镇水果农庄有限公司
屯昌南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屯昌县南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屯昌日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县新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恒硕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屯昌南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松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金源养殖有限公司
屯昌县豪园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屯昌县宏利水果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县富洪生猪饲养实业公司
屯昌县明珠农业有限公司
屯昌洪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万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屯昌树信科技农业扶贫有限公司
屯昌县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屯昌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华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
本金
基准日：2015年12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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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日：2021年9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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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11,571.04

利息

7,165,410.38
24,473,434.58
19,676,087.91
5,089,071.52

10,495,045.03
2,708,166.40
4,244,188.02
1,814,390.85
2,481,444.92
2,983,194.68
4,884,702.44
2,945,940.26
1,326,680.09
1,348,876.47
1,227,9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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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624.17
5,579,4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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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7,770.59
5,275,605.57
1,473,737.02
2,725,800.56
1,991,977.72
1,881,114.16
1,706,368.67
2,310,706.42
3,797,838.24
1,751,602.12
3,797,127.52
8,307,098.02
3,601,023.39
1,460,965.04

779,327.51
1,289,814.50
1,129,690.07
1,466,394.06
1,626,555.48

239,931.89
169,341,355.35

合计

12,165,410.38
50,273,434.58
25,226,087.91
10,589,071.52
14,595,045.03
6,708,166.40
7,244,188.02
4,114,390.85
4,481,444.92
4,783,194.68
6,633,516.44
4,545,940.26
2,326,680.09
2,348,876.47
2,227,905.95
1,205,097.18
3,063,624.17

10,540,212.30
26,000,190.69
7,897,770.59
8,275,605.57
2,273,737.02
4,225,800.56
2,991,977.72
2,881,114.16
3,206,368.67
3,960,706.42
6,797,838.24
3,471,602.12
5,797,127.52

12,007,098.02
6,001,023.39
2,460,965.04
1,279,327.51
2,089,814.50
1,929,690.07
2,466,394.06
2,626,555.48

239,931.89
281,952,926.39

预定工作时间
2021年11月1日
2021年11月1日-2021年11月3日
2021年11月3日下午16:00前
2021年11月4日上午9：30
竞价会地址

工作流程安排
在长城公司对外网站(http://www.gwamcc.com)和《海南日报》发布竞价转让公告
接受竞买人业务咨询、进行竞买人资格审查、领取竞买文件、办理竞买手续、缴纳保证金、查阅文件资料
缴纳竞价保证金500万元。
举办竞价会、提交竞价书、签署竞价成交确认书及债权转让协议。
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楼会议室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五指山熊竹种植有限公司等39户不良债权资产包转让竞价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通过要约邀请竞价转让方式向境内外投资者转让我司持有的五指山
熊竹种植有限公司等39户不良债权资产包，本次不良债权资产包竞价转让采用连续竞价方式。截至以下基准日，该39户债权具体如下：

●海口龙华源恒鑫日用百货商行
不慎将公章损毁，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60106MA5RHJDAX6，
声明作废。
●侯超不慎遗失母亲邓素英骨灰存
放证，证号:海口市殡仪馆世裕阁B1
区-09-01号，现声明作废。
●侯超不慎遗失父亲侯华之骨灰
存放证，证号:海口市殡仪馆世裕
阁B1区-10-01号，现声明作废。
●廖景砖遗失第一代身份证，证
号：432922196209236417，声明
作废。
●司伟不慎遗失准迁证，编号为琼
准字01200180号，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出售

资讯
广场

商铺转让
海口明珠广场3000平方米经营商
铺，成熟商圈，完善的业态配套，现
低价转让。联系电话：18876733633

土地转让
澄迈县永发镇30多亩临街商住用
地，交通便利，产权清晰，低价转
让。联系电话:18976733338

转 让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房屋出售
出售国贸三房两厅，优越房源，位
置靠华润中心，电话18876733633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粮
食节约行动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全文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粮减损工作，
强调要采取综合措施降低粮食损耗浪
费，坚决刹住浪费粮食的不良风气。近
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有关决策部署，不断加大厉行节约、反对
食品浪费工作力度，取得积极成效，但浪
费问题仍不容忽视，加强粮食全产业链各
环节节约减损的任务繁重。为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开展粮食节约
行动”的部署要求，推动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
长效治理，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行
业引导、公众参与，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强化刚性制度约束，推动粮食全产
业链各环节节约减损取得实效，为加快
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奠定坚
实基础。

到2025年，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节
粮减损举措更加硬化实化细化，推动节
粮减损取得更加明显成效，节粮减损制度
体系、标准体系和监测体系基本建立，常
态长效治理机制基本健全，“光盘行动”深
入开展，食品浪费问题得到有效遏制，节
约粮食、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二、强化农业生产环节节约减损
（一）推进农业节约用种。完善主要

粮食作物品种审定标准，突出高产高效、
多抗广适、低损收获的品种特性，加快选
育节种宜机品种。编制推进节种减损机
械研发导向目录，加大先进适用精量播
种机等研发推广力度。集成推广水稻工
厂化集中育秧、玉米单粒精播、小麦精量
半精量播种，以及种肥同播等关键技术。

（二）减少田间地头收获损耗。着力
推进粮食精细收获，强化农机、农艺、品
种集成配套，提高关键技术到位率和覆
盖率。制定修订水稻、玉米、小麦、大豆

机收减损技术指导规范，引导农户适时
择机收获。鼓励地方提升应急抢种抢收
装备和应急服务供给能力。加快推广应
用智能绿色高效收获机械。将农机手培
训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提高机手
规范操作能力。

三、加强粮食储存环节减损
（三）改善粮食产后烘干条件。将粮

食烘干成套设施装备纳入农机新产品补
贴试点范围，提升烘干能力。鼓励产粮
大县推进环保烘干设施应用，加大绿色
热源烘干设备推广力度。鼓励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粮食企业、粮食产后服务中心
等为农户提供粮食烘干服务，烘干用地
用电统一按农用标准管理。

（四）支持引导农户科学储粮。加强
农户科学储粮技术培训和服务。开展不
同规模农户储粮装具选型及示范应用。
在东北地区推广农户节约简捷高效储粮
装具，逐步解决“地趴粮”问题。

（五）推进仓储设施节约减损。鼓励
开展绿色仓储提升行动和绿色储粮标准
化试点。升级修缮老旧仓房，推进粮食
仓储信息化。推动粮仓设施分类分级和
规范管理，提高用仓质量和效能。

四、加强粮食运输环节减损保障
（六）完善运输基础设施和装备。建

设铁路专用线、专用码头、散粮中转及配
套设施，减少运输环节粮食损耗。推广
粮食专用散装运输车、铁路散粮车、散装
运输船、敞顶集装箱、港口专用装卸机械
和回收设备。加强港口集疏运体系建
设，发展粮食集装箱公铁水多式联运。

（七）健全农村粮食物流服务网络。
结合“四好农村路”建设，完善农村交通
运输网络，提升粮食运输服务水平。

（八）开展物流标准化示范。发展规
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散粮运输服务体
系，探索应用粮食高效减损物流模式，推
动散粮运输设备无缝对接。在“北粮南
运”重点线路、关键节点，开展多式联运
高效物流衔接技术示范。

五、加快推进粮食加工环节节粮减损
（九）提高粮油加工转化率。制定修

订小麦粉等口粮、食用油加工标准，完善
适度加工标准，合理确定加工精度等指
标，引导消费者逐步走出过度追求“精米
白面”的饮食误区，提高粮油出品率。提
升粮食加工行业数字化管理水平。推进
面粉加工设备智能化改造，推广低温升
碾米设备，鼓励应用柔性大米加工设备，
引导油料油脂适度加工。发展全谷物产
业，启动“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创新
食品加工配送模式，支持餐饮单位充分
利用中央厨房，加快主食配送中心和冷
链配套体系建设。

（十）加强饲料粮减量替代。推广猪
鸡饲料中玉米、豆粕减量替代技术，充分
挖掘利用杂粮、杂粕、粮食加工副产物等
替代资源。改进制油工艺，提高杂粕质
量。完善国家饲料原料营养价值数据
库，引导饲料企业建立多元化饲料配方
结构，推广饲料精准配方技术和精准配
制工艺。加快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提
高蛋白饲料利用效率，降低豆粕添加比
例。增加优质饲草供应，降低牛羊养殖
中精饲料用量。

（十一）加强粮食资源综合利用。有
效利用米糠、麸皮、胚芽、油料粕、薯渣薯
液等粮油加工副产物，生产食用产品、功
能物质及工业制品。对以粮食为原料的
生物质能源加工业发展进行调控。

六、坚决遏制餐饮消费环节浪费
（十二）加强餐饮行业经营行为管

理。完善餐饮行业反食品浪费制度，健
全行业标准、服务规范。鼓励引导餐饮
服务经营者主动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
主动提供“小份菜”、“小份饭”等服务，在
菜单或网络餐饮服务平台的展示页面上
向消费者提供食品分量、规格或者建议
消费人数等信息。充分发挥媒体、消费
者等社会监督作用，鼓励通过服务热线
反映举报餐饮服务经营者浪费行为。对
餐饮服务经营者食品浪费违法行为，依

法严肃查处。
（十三）落实单位食堂反食品浪费管

理责任。单位食堂要加强食品采购、储
存、加工动态管理，推行荤素搭配、少油少
盐等健康饮食方式，制定实施防止食品浪
费措施。鼓励采取预约用餐、按量配餐、小
份供餐、按需补餐等方式，科学采购和使用
食材。抓好机关食堂用餐节约，实施机关
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
度。开展单位食堂检查，纠正浪费行为。

（十四）加强公务活动用餐节约。各
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要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切实加强公
务接待、会议、培训等公务活动用餐管
理。按照健康、节约要求，科学合理安排
饭菜数量，原则上实行自助餐。严禁以会
议、培训等名义组织宴请或大吃大喝。

（十五）建立健全学校餐饮节约管理
长效机制。强化学校就餐现场管理，加
大就餐检查力度，落实中小学、幼儿园集
中用餐陪餐制度。加强家校合作，强化家
庭教育，培养学生勤俭节约、杜绝浪费的
良好饮食习惯。广泛开展劳动教育，积极
组织多种形式的粮食节约实践教育活动。

（十六）减少家庭和个人食品浪费。
加强公众营养膳食科普知识宣传，倡导
营养均衡、科学文明的饮食习惯，鼓励家
庭科学制定膳食计划，按需采买食品，充
分利用食材。提倡采用小分量、多样化、
营养搭配的烹饪方式。

（十七）推进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
指导地方建立厨余垃圾收集、投放、运
输、处理体系，推动源头减量。通过中央
预算内投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等方式，
支持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做好厨余
垃圾分类收集。探索推进餐桌剩余食物
饲料化利用。

七、大力推进节粮减损科技创新
（十八）强化粮食生产技术支撑。推

动气吸排种、低损喂入、高效清选、作业
监测等播种收获环节关键共性技术研

发。突破地形匹配技术，研发与丘陵山
区农业生产模式配套的先进适用技术装
备，抓好关键零部件精密制造，减少丘陵
山区粮食机械收获损耗。加强对倒伏等
受灾作物收获机械的研发。引导企业开
展粮食高效低损收获机械攻关，优化割
台、脱粒、分离、清选能力。

（十九）推进储运减损关键技术提质
升级。发展安全低温高效节能储粮智能
化技术。提升仓储虫霉防控水平，研制
新药剂。推广粮食安全储藏新仓型，推
进横向通风储粮技术等应用。研发移动
式烘干设备，加快试验验证。研究运输
工具标准化技术，开发散粮多式联运衔
接和接卸技术装备、粮食防分级防破碎
入仓装置和设备。

（二十）提升粮食加工技术与装备研
发水平。发展全谷物原料质量稳定控
制、食用品质改良、活性保持等技术，开
发营养保全型全谷物食品。研究原粮增
值加工等关键技术，发展杂粮食品生产
品质控制、营养均衡调配、生物加工等关
键技术。布局以粮食加工为主导产业的
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推动产
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提升
副产物利用技术水平。

八、加强节粮减损宣传教育引导
（二十一）开展节粮减损文明创建。

把节粮减损要求融入市民公约、村规民
约、行业规范等，推进粮食节约宣传教育
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
进家庭、进军营。将文明餐桌、“光盘行
动”等要求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
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内容，切实
发挥各类创建的导向和示范作用。

（二十二）强化节粮舆论宣传。深入
宣传阐释节粮减损法律法规、政策措施，
普及节粮减损技术和相关知识。深化公
益宣传，精心制作播出节约粮食、反对浪
费公益广告。在用餐场所明显位置张贴
宣传标语或宣传画，增强反食品浪费意
识。充分利用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

全宣传周等重要时间节点，广泛宣传报道
节粮减损经验做法和典型事例。加强粮
食安全舆情监测，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做
好舆论监督，对粮食浪费行为进行曝光。
禁止制作、发布、传播宣扬暴饮暴食等浪
费行为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

（二十三）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倡导
文明节俭办婚丧，鼓励城乡居民“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严格控制酒席
规模和标准，遏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

（二十四）开展国际节粮减损合作。
积极参加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减少食物
浪费全球行动等活动，向国际社会分享粮
食减损经验。推动多双边渠道开展节粮减
损的联合研究、技术示范和人员培训等合
作交流。推动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机制化。

九、强化保障措施
（二十五）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

部门要站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
切实增强做好节粮减损工作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将节粮减损工作纳入粮食安全
责任制考核，坚持党政同责，压实工作责
任。各牵头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责，紧盯粮
食全产业链各环节，提出年度节粮减损目
标任务和落实措施。各有关部门要结合
自身职责，密切配合、主动作为、形成合
力，确保节粮减损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二十六）完善制度标准。强化依法
管粮节粮，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食品浪费法》，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完
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快建立符合节粮减损
要求的粮食全产业链标准，制定促进粮食
节约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行业协会
要制定发布全链条减损降耗的团体标准，
对不执行团体标准、造成粮食过度损耗的
企业和行为按规定进行严格约束。

（二十七）建立调查评估机制。探索
粮食损失浪费调查评估方法，建立粮食损
失浪费评价标准。研究建立全链条粮食
损失浪费评估指标体系，定期开展数据汇
总和分析评估。开展食品浪费统计研究。

（二十八）加强监督管理。研究建立
减少粮食损耗浪费的成效评估、通报、
奖惩制度。建立部门监管、行业自律、
社会监督等相结合的监管体系，综合运
用自查、抽查、核查等方式，持续开展常
态化监管。

中办国办印发《粮食节约行动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