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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门 市
龙珠新城三期 206 平方米商业门市，赠

本房地下室，地理位置佳，一手房，直接网

签，市场成交价每平 13000 元，现 11500 元，

可做生意、可投资。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15248288662

不动产拟登记公告
我机构拟对持有《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右中房

字第 156030901008 号）的包俐俊、白斯琴办理不动产

登记，如对上述不动产有权利要求者公告期限内持合

法证据向我机构提出书面异议。

（不动产拟登记公告内容：详见科右中旗人民政府

门户网站，不动产登记公告栏）

科尔沁右翼中旗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 年 4 月 23 日

汇祥集团高薪诚聘
广告业务员（10 名）
要求：有销售经验基础，沟通表达能力强，有一定的销

售技巧。  待遇：5000+

主  管（2 名）
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 , 有管理经验者优先 , 有责任

心， 业务能力强。待遇：薪资面议

总经理助理（1 名）
要求：女性，本科及以上学历，业务能力强，沟通能力

强，熟练使用办公软件，身高 165cm 以上、办事能力强、服
从领导安排。待遇：薪资面议

会籍顾问（10 名）
要求：有销售经验基础，沟通表达能力强，有一定的销

售技巧，挑战高薪者优先。待遇：5000+

服务生（2 名）
要求：负责接待客户，有耐心 , 工作细心 , 一经录用供

吃供住。待遇：3000

联系电话 : 李经理   15248288662     面试地点：乌兰牧骑宫影城二楼

为保障国道 331 线零点至宝格达山段公路工程施工

期间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第三十五条、《公路法》《公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之

规定，经国道 331 线零点至宝格达山段公路工程建设管

理办公室与科右前旗交通警察大队研究，决定对国道 331

线零点至宝格达山段实施封闭施工，封闭期间禁止一切

车辆通行，为了该项目在施工期间能够安全施工，有关事

项公布如下：

一、封闭施工范围 :

国道 331 线零点至宝格达山段，全长 11.838 公里。

二、封闭时间：

自 2021 年 4 月 20 日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止。

三、绕行路线：

去往锡林郭勒、兴安盟方向的车辆绕行至国道 207

线（阿力得尔至霍林河段）一级公路。

四、注意事项：

绕行路线严禁超载超限车辆驶入，请封闭路段范围

内单位及居民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尽量避免施工路段。

五、法律责任：

请过往车辆严格遵守，施工路段禁止通行，擅自闯入

者后果自负。

六、请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

合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此公告

国道 331 线零点至宝格达山段公路工程建设管理办

公室

科右前旗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 年 4 月 26 日      

国道 331 线零点至宝格达山段施工期间
封闭交通绕行公告

为保障县道 412 线科右前旗乌兰河至乌兰敖都民族

风情草原观光旅游公路工程施工期间交通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公路法》

《公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之规定，经科右前旗农村公路

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与科右前旗交通警察大队研究，决

定对县道 412 线科右前旗乌兰河至乌兰敖都民族风情草

原观光旅游公路实施封闭施工，封闭期间禁止一切车辆

通行，为了该项目在施工期间能够安全施工，有关事项公

布如下：

一、封闭施工范围 :

县道 412 线科右前旗乌兰河至乌兰敖都民族风情草

原观光旅游公路，全长 26.182 公里。

二、封闭时间：

自 2021 年 4 月 20 日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止。

三、绕行路线：

去往乌兰浩特方向车辆绕行至国道 207 线，至阿力

得尔起走国道 302 线至乌兰浩特。

四、注意事项：

绕行路线严禁超载超限车辆驶入，请封闭路段范围

内单位及居民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尽量避免施工路段。

五、法律责任：

请过往车辆严格遵守，施工路段禁止通行，擅自闯入

者后果自负。

六、请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

合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此公告

科右前旗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

科右前旗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 年 4 月 26 日     

关于县道 412 线科右前旗乌兰河至乌兰敖都
民族风情草原观光旅游公路施工

期间封闭交通绕行公告

为保障县道 413 线桃合木至乌兰河至 G302（蒙古大

营）民族风情草原观光路（桃合木至乌兰河段）公路工程

施工期间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三十五条、《公路法》《公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之规定，经科右前旗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与科

右前旗交通警察大队研究，决定对县道 413 线桃合木至

乌兰河至 G302（蒙古大营）民族风情草原观光路（桃合木

至乌兰河段）实施封闭施工，封闭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

行，为了该项目在施工期间能够安全施工，有关事项公布

如下：

一、封闭施工范围 :

县道 413 线桃合木至乌兰河至 G302（蒙古大营）民

族风情草原观光路（桃合木至乌兰河段），全长 41.165 公

里。

二、封闭时间：

自 2021 年 4 月 20 日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止。

三、绕行路线：

去往乌兰浩特方向车辆绕行至国道 207 线，至阿力

得尔起走国道 302 线至乌兰浩特。

四、注意事项：

绕行路线严禁超载超限车辆驶入，请封闭路段范围

内单位及居民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尽量避免施工路段。

五、法律责任：

请过往车辆严格遵守，施工路段禁止通行，擅自闯入

者后果自负。

六、请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

合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此公告

科右前旗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

科右前旗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 年 4 月 26 日     

关于县道 413 线桃合木至乌兰河至 G302
（蒙古大营）民族风情草原观光路（桃合木至

乌兰河段）施工期间封闭交通绕行公告
为保障县道 417 线北民合至巴达仍贵至大石寨路网

改善扶贫工程施工期间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公路法》《公路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之规定，经科右前旗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管理

办公室与科右前旗交通警察大队研究，决定对县道 417

线北民合至巴达仍贵至大石寨路网改善扶贫工程实施封

闭施工，封闭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为了该项目在施工

期间能够安全施工，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封闭施工范围 :

县道 417 线北民合至巴达仍贵至大石寨路网改善扶

贫工程，全长 57.4 公里。

二、封闭时间：

自 2021 年 4 月 20 日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止。

三、绕行路线：

去往巴达仍贵方向车辆绕行至省道 203 线（前宝地

至乌兰浩特段）。

四、注意事项：

绕行路线严禁超载超限车辆驶入，请封闭路段范围

内单位及居民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尽量避免施工路段。

五、法律责任：

请过往车辆严格遵守，施工路段禁止通行，擅自闯入

者后果自负。

六、请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

合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此公告

科右前旗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

科右前旗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 年 4 月 26 日     

关于县道 417 线北民合至巴达仍贵至
大石寨路网改善扶贫工程施工

期间封闭交通绕行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