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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拖欠土地承包费、撂荒土地的种植户（姓名详见附后清单）：
你们分别在我农场承包土地种植枸杞，但已长期未履行承包义务，撂荒土地至今，承包土地一直无人管理，造成苗木已全部死亡。同时你们一直拖欠我农场土地承包费

至今未交。因多次催要承包费未果且无法联系到你们，特声明如下：依据《合同法》、农场土地资产承包实施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限你们自登报之日起30日内交清拖欠的土
地承包费，恢复承包土地种植管理。逾期不履行的，按法律程序解决。

声明人：青海诺木洪农场
2020年1月10日

拖欠土地承包费清单
姓名
马有奴
刘建伟
王书军
安吉录
马木亥
马二洒
马祥龙
马哈克
马阿力
牟二洒
马哈三
马艾娜
马黑牙
马明花
王生海
马满苏录
韩维云
马有奴
马艾有布
贾和平
赵忠科

身份证号码
62********0301015X
41********04072214
41********0210423X
63********7315510
63********0205633X
62********0506201X
63********11155519
63********01087019
62********02041056
62********06012536
63********05010039
63********10026326
63********03125316
63********01196120
64********09021915
63********06015519
63********06156117
62********0301015X

41********04183091
63********04304017

欠费金额（元）
7347
17380
8350
40320
33600
19676
27600
31200
37050
69352
38213
20858
11060
45264
85950
14400
7200
47070
38400
17206
17854

姓名
年俊民
郑国防
马明福
董兵
贺东
张军河
赵广东
韩富城
王洪根
葛愿生
阮喜伟
马一布拉
马忠云
冶文福
马洒力
冶艾米乃
马成学
冶有努
田金孝
马胡才尼
韩大吾得

身份证号码
62********02021532
41********01167515
63********03178012
64********01211737
64********1110173X
64********11201718
41********03220054
63********0402091X
51********0920357X
41********07154539
41********12134074
62********0708655X

63********01081550
62********05090515
63********01173085
63********0101151X
63********04102017
63********07162574
63********02012851
63********810102017

欠费金额（元）
18604
35440
9880
20540
51200
19600
29072
31600
10290
34286
47400
38200
29820
12350
27650
16800
20042
21840
11760
49400
9480

姓名
赵万福
马尔洒
马全珍
马哈比
冶二买
马赛力买
冶哎洒
张先德
马占彪
马光明
马正清
马胡塞
马木洒
马永林
马占汉
马一得勒
李宁
郭元龙
陈永盛
马威华
冯大海

身份证号码
63********05082012
62********04030038
63********10232513
63********0105301X
63********05064233
63********04053046
63********04102033
63********10126819
63********02242212
63********12120712
62********09263012
62********07062534
62********07040052
63********05033814
62********05042054
62********01042073
51********01276017
32********08230213
63********12100015
62********04024030
63********12240439

欠费金额（元）
10920
13800
16700
36277
26800
82750
17290
31110
31600
10852
6754
27154
11850
12324
7900
6715
20433
19061
14945
10290
10682

声 明

讲安全
陌生二维码有风险

春节是传统消费旺季。中消协提醒，春

节期间，无论旅游出行、购物还是餐饮消费，

应注意保护好人身财产安全。

参与冰雪项目，选择正规商家和安全的

活动场所，适当购买保险。购买烟花爆竹应

本着安全、环保为先，适量购买，安全储运，

燃放鞭炮要注意远离禁放区域，遵守禁放限

放规定。

在网络交易时，不随意提供个人信息，

不见码就扫，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不轻信“飞

来横福”和“中奖信息”。通过网络预订车

票、门票等，要注意识别网站真伪，拒绝黄牛

购票，严防消费诈骗，警惕第三方平台的默

认搭售。

买年货
低价促销当心被套路

春节期间，购买年货是家家户户必选项

目。中消协建议，消费者购买年货，应到正

规商场超市选购，注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线上购物要到正规电商平台，合理行使

“七日无理由退换货”的权利，购买商品做到

货比三家、价比三家，不轻信商家的宣传噱

头和低价诱惑，促销商品详细了解促销原因

和促销规则，防止商家不予退换。

按需选购商品，注重商品品质，不崇尚

华美外包装。做到理性消费、绿色消费，减

少奢侈消费。防止商家非正常砍单行为，保

留好订单、聊天记录或截屏等相关证据。

订年夜饭
“定金”还是“订金”要搞清

现在很多家庭会把年夜饭订到饭店。中

消协对此提醒，消费者预订年夜饭或在外就

餐，应选择食品安全有保障的餐饮企业。最

好对餐饮场所实地考察，签订书面合同，明

确消费细节，对菜品名称和实际内容要做到

心中有数。

对于餐饮企业特殊约定的消费内容要事

先了解清楚并确认。在合同中应注明预付

款项是“定金”还是“订金”，保留购物凭证，

确保维权有据。用餐时，做到节俭祥和并

举。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沾酒。

外出旅游
“馅饼”诱人陷阱难防

拒绝旅游陷阱，来一次不担心的旅游。

中消协提醒，春节出游的消费者，有条件的

可以考虑错峰旅游。如果参团旅游，要选择

正规旅行社，选准出游线路，签署旅游合同，

严防低价诱惑，对旅游景点、食宿场所以及

进店购物等事项要在合同中明确，不轻信商

家的各类宣传噱头，避免上当受骗。

自行旅游要事先做好准备功课，预订好

酒店、餐饮、交通工具，选择民宿、自助的方

式要事先与房主做好入住的具体内容和细

节的约定。游玩时密切关注景点客流和天

气情况，保护好人身和财产安全。

如果消费者选择通过平台购买旅游产

品，一定要确认好平台应尽的义务，保留好

订单、聊天记录或截屏，防止因平台推卸责

任的“甩锅”而蒙受损失。

自驾或租车旅游应约定并检查好车型车

况，安排好路线，做好冰雪情况的应对，确保

人身财物安全。境外租车要事先掌握当地

的驾驶规定和驾驶习惯，了解所租车辆的车

况、保险等情况，应当在出行之前做好准备。

预付式消费
按需充值以防卷款跑路

先收钱，再关门。近年来，商家跑路等

问题频出，并引发大量消费纠纷。

目前，预付费消费已涉及美容美发、洗

浴、健身、餐饮、洗车、培训、影院、酒店、游乐

场等多种行业。中消协提醒，春节期间，正

是各类商家促销高峰期，消费者选择预付式

消费时，应全面考察企业信誉和经营状况，

重点关注其他消费者的点评，对卷款跑路问

题频出的行业、企业，应当提高警惕。

理性消费，按需充值，勿信超低折扣宣

传，以免遭遇无良商家卷款跑路。

购买保健品
小恩小惠别上当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去年发布的《保健食

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中明确规定，自 2020
年 1月起，保健食品警示用语在商品最小包

装物主要展示版面的占比不应小于其所在

面积的 20%。

中消协建议，过年时子女给老年人购买

保健品时要注意识别，谨记“保健品不能代

替药物治疗”，防范保健品夸大和虚假宣传。

同时，子女也要提醒老年人，一些经营

者往往借年节以“感恩答谢”“回馈老客户”

等名义，组织老年人免费参观旅游并赠送鸡

蛋、洗涤用品等小恩小惠，诱导老年人购买

假冒伪劣保健品。还有的以微信朋友圈点

赞等形式来做宣传，说“买产品”或者是“集

赞”可以参加所谓的低价国内游、境外游等，

诱骗老年人上当。

据《中国质量报》

中消协发布春节消费提示

切莫见码就扫

勿信“飞来横福”

又是一年春节到，又到消费高峰时。随着2020
年春节

日益临近，1月6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2020
年春节消费

提示，建议消费者注意保护好人身财产安全，别见码就扫，

不轻信“飞来横福”；买
年货、订年夜饭，品质优先；旅游时，

严防低价陷阱；理性消费，过欢乐祥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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