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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平台

在四平市中心医院里，张春华静静地躺在病床
上，他有了难得的“休息”时间。在一次抓捕犯罪嫌
疑人时，他左膝侧半月板严重受伤。张春华仍忍着
疼痛默默工作了三个多月，在肌肉开始萎缩后，他
不得不住院准备手术。

张春华是梨树县公安局榆树台派出所的指
导员，今年4月1日晚11时，正在值班的张春华
突然接到报警称，董家村一村民的儿子与同村
村民关某发生纠纷，被关某拿刀扎成重伤，现在
正在县医院抢救。张春华立即带领治安员驱车
赶到董家村一社。来到行凶者关某家时，大门
紧锁，几次敲门都无人开门。张春华只好跳墙
进院。可关某家院墙非常高，张春华在跳进去
的一瞬间，感到左腿一阵撕裂地疼。他忍着疼痛
把大门打开，和治安员一起进入关某家室内。室
内地上只能看到一大摊血迹，行凶后的关某早已
逃跑了。

此后，张春华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膝盖的疼
痛早已被他抛在脑后。3天过去了，疼痛不断加

重，他便来到镇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可能左膝侧
半月板受伤，需要到大医院再做检查。可单位警力
少，案件又多，让他始终放不下工作。回到单位后，
张春华没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继续处理手头上的
案件。在3个多月时间里，他和战友成功破获了吕
某砸车盗窃案和这起关某故意伤害、非法持有毒品
案。尽管这两起案件被攻克了，但由于他没有及时
到医院治疗，他左膝侧半月板伤处加重了。当他到
四平市中心医院检查时，医生告诉他肌肉开始萎缩
了，必须马上手术。手术前，张春华还特意告诉家人
不要告诉所里领导，“小手术，几天就能上班了！”

时间回到1990年。张春华考到梨树县公安
局，被分配到仅有3名警察的董家乡派出所。他一
干就是20多年，这20多年里，他有多次机会可以
离开基层派出所到机关工作，可他却说：“我喜欢这
个岗位，这里适合我。”

在乡镇派出所工作，每天都要面对一些鸡毛蒜
皮的事，可张春华不管是当内勤还是外勤，样样干
得出色。在董家乡派出所工作期间，为了增进警民

关系，他常年呆在村屯，时间久了，村民们大事小情
都找他商量，遇到问题也都想着找张春华。有一年
冬天的一个晚上，刚刚回家的张春华接到一位孤寡
老人的求救，老人高烧不退，需要马上到医院治
疗。可当日雪特别大，摩托车根本骑不了。他顶着
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步行10多公里背着老人
去乡卫生院看病。

在乡镇派出所当民警，工作量最大的是实有
人口管理工作。20多年前，由于董家乡派出所警
力有限，此项工作始终没有完全落实。张春华接
手工作后，用了3个月时间，摸清了6个自然村实
有人口底数。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他3个多月只
回家4天。梨树县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徐庆
华说：“董家乡派出所实有人口管理工作做得非
常好，这给刑警抓逃和破案都带来诸多便利。特
别是张春华本人，由于他把实有人口弄得特别清
楚，我们在董家乡每次破案或抓逃时，成功率都
非常高。同时，他也非常具备刑警的潜质，我们
几次想抽调他到刑警大队工作，他都不想离开现

在的岗位。”
由于张春华工作突出，他先后两次荣立三等

功，多次被嘉奖。他所管辖的村屯先后有4个被评
为先进治安村和优秀综治先进村。

工作中，张春华从不以权谋私，向群众索要一
分钱。一次，他在办理一起董家窝棚村村民到海
南诈骗案时，嫌疑人找到他，并送来一万元钱，同
时告诉张春华：“海南警方来人调查，你就说查无
此人，或者说此人早就逃跑了，事成后再给你两
万元。”张春华不仅没收钱，还把这名诈骗犯罪嫌
疑人抓捕归案。在他担任户籍民警时，找他走后
门的人更多，可他从没办理过一起不符合规定的
户口。

2006年，董家乡被榆树台镇合并。张春华
被提拔为榆树台镇派出所副所长，分管案件侦
破工作。今年6月，由于张春华工作成绩突出，
他被提拔为榆树台派出所指导员。张春华总是
笑着说：“我这辈子，就想一直穿着这身警服，让
国徽永远印在心中。”

警服穿身上 国徽在心中
——梨树县公安局榆树台派出所指导员张春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刘巍 通讯员 顾鑫 张铁钢

狠抓旅店业管理
本报讯（刘慧颖 王迎旭）扶余市公安局西南派出

所加强旅店业管理，强化宣传和查处打击力度，建立实
名制检查长效机制，促进依法依规经营。

送去对官兵热爱和敬意
本报讯（倪乃武 伊海龙）近日，公主岭供电分公司班

子成员及业务骨干来到吉林陆军预备役步兵第四十七师
公主岭炮兵团驻地走访慰问，表达对官兵的热爱和敬意。

速破杀人案
本报讯（樊英杰）近日，通化东昌公安分局抽调刑

警大队、老站派出所民警成立专案组，经细致摸排、技
术侦查和缜密布控，破获一起故意杀人案。

创新人口管理新模式
本报讯（牛珈）吉林市龙潭公安分局新安派出所创新

人口工作管理模式，与四种特殊人员经常见面、对辖区四种
人员及企业走访、对与群众联系紧密的四件事及时处理。

帮扶结对子
本报讯（孙慧聪 林海波）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中，长岭县公安局开展了“三走进三服务”活动，
与232户贫困家庭结成了帮扶对子。

16小时破命案
本报讯（杜永来）近日，松原市公安局宁江二分局

快速出击、缜密侦查，仅16个小时成功侦破一起命案，
将曲某、詹某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抓获网上逃犯
本报讯（桑雨辰 管评）近日，四平市北沟街派出所

在信息采集中，发现辖区一出租房屋登记的暂住人口
易某系网上逃犯，经布控，当晚将其抓获。

加强软环境治理
本报讯（刘凤志）近日，通榆县交通运输局开展服

务对象测评活动，发放问卷调查表300份，根据群众反
映的执法态度生硬问题进行了学习整改。

本报讯（记者苗玲玲）“父母呼，应勿缓；父母
命，行勿懒；父母教，须静听；父母责、须顺承……”
日前，记者来到辽源市第二幼儿园，远远就能听到
孩子们正在背诵《弟子规》。“诵读国学经典，在我
们幼儿园已经持续6年了，两轮毕业生都已经上
了小学，国学教育在他们身上的体现越来越明
显。”学前班教师庄振莉介绍说。

国学经典诵读只是这里国学教育的一个方
面。走进幼儿园，到处都能看到国学文化的元
素。墙壁上的书法、国画作品，学生们自己制
作的京剧脸谱、姓氏图腾，走廊上张贴的儒家

“五常”——仁义礼智信，都让人沉浸在浓浓的
国学文化之中。提起开办幼儿国学教育的初

衷，园长翟华说：“做了很多年的幼儿教育，越来
越觉得中国礼仪之邦的传统文化在流失，特别
是不少年轻家长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没有做
出好榜样，我们应该从孩子抓起，把国学教育重
视起来。”

从2008年起，这家幼儿园的国学教育正式启
动，并在探索中办得有声有色。除了在学生教育
方面下功夫，幼儿园还对教师和家长进行国学文
化的灌输。如今，每周固定时间都有国画画家为
老师和学生上课，教师也都钻研起国学知识。此
外，幼儿园还专为家长开设了国学课程，从最初的
抵触和不认同，到如今很多家长主动要求学习，良
好的国学学习氛围正在形成。

潜移默化 润物有“声”
辽源市第二幼儿园国学教育氛围浓

本报讯（张继月 刘青山）日前，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开展
了反腐倡廉“微宣传”活动，开通了“吉电廉政园地”微信公
众平台。

据悉，平台由专人负责维护管理，功能主要是加强廉政
文化建设，发布党风廉政建设文件规定，推广党风廉政建设
新经验、新举措，发布上级反腐最新动态。还定期以图文并
茂的形式推送廉政要闻、廉政动态、廉政箴言、廉政微故事、
案例警示等。在节假日发送廉政提醒微信，搭建“手机廉政
课堂”，向干部群众开展廉政宣传教育，强化廉洁奉公的责
任心，提升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截至目前，平台已编发信息67期，发送信息299条，有
1800余人关注，真正成为了加强廉政建设宣传教育的新园地。

开设反腐微宣传

本报讯（记者刘金英 通讯员付希敬）近日，通
化籍犯罪嫌疑人赵某、李某和陈某因涉嫌诈骗罪
被靖宇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至此，靖宇县公
安局经过近两个月的连续缜密侦查，成功打掉一
个长期流窜在吉林和辽宁两省实施掉包诈骗的犯
罪团伙。

今年5月下旬至7月上旬，靖宇县3名中老年
女性在靖宇镇分别被两名陌生男子以拾钱平分的
方式，先后骗走两条金项链和一条金手链，涉案价
值共计2万余元。

案发后，该公安局第一时间分别调取了各发
案地及周边的视频监控录像，并对调取的大量影

像资料进行了反复甄别和信息综合研判，最终在
监控录像中锁定了一名可疑人员和一辆可疑车
辆。办案民警按图索骥，逐步缩小了侦查范围，三
名犯罪嫌疑人也渐渐浮出水面。

7月21日上午，办案民警获取准确信息，该团
伙再次驾车流窜到靖宇县伺机作案。该公安局经
过周密部署，多方布控，于当天中午在三岔子五〇
一检查站附近，一举将从靖宇县返回通化市途中的
该犯罪团伙3名成员全部抓捕归案。经进一步调
查和讯问，3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了使用冥币，
长期流窜于吉林和辽宁两省多个县、市、区，共实施
了9起、涉案价值近10万元的掉包诈骗犯罪事实。

靖宇破获流窜掉包诈骗案

本报讯（记者杨悦 祖维晨）日前，长春市南关
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175网格长洪艳组织社区
工作人员和“小红帽志愿者”对解民小区内的楼道
进行了清理。

当日，社区工作人员和“小红帽志愿者”手拿铁
铲对楼道的各种广告垃圾进行全面清理。然后，他
们又对楼道进行卫生大扫除。一上午的时间，共清

理了13个单元门的楼道。
由于近日天气持续高温，大家累得汗流浃背，

网格长洪艳自己拿钱买来了雪糕为大家解暑降
温。在网格长洪艳的带领下，辖区内楼道的野广告
和垃圾堆放物很快就被彻底清除，看着整洁的楼道
墙面，干净的生活环境，解民小区的居民纷纷表示：

“楼道变整洁，我们的心也亮了。”

楼道变整洁 居民心敞亮

遗失声明
●蛟河市民主街蛟河市

综合大市场 2号楼 6单元 301
号，业主沈太星已缴维修资
金，维修发票号为 0020581
号，初始缴纳：825元，现余额
825元，票据丢失，声明作废。

●被保险人：王悦，车牌
号吉 AL902W 太平洋交强险
标 志 丢 失 ， 流 水 号
QJAR1404954782，声 明 作

废。
●张乃龙将吉 AZ1706 道

路运输证丢失，声明作废。
● 齐 永 立（身 份 证 号

220112198208291010）将 货
运从业资格证丢失，声明作
废。

● 刘 志 闯
（220221198706027273）将货
运上岗证丢失，声明作废。

●王磊将都邦保险交强
险 车 贴 丢 失 ，流 水 号 为
1400196600，声明作废。

● 刘 稣 将
220105199311271027 号身份
证丢失，声明作废。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工
程测量技术孙大鹏将派遣证
丢失，证号：141084700245，
特此声明。

●汪清县恒信建筑安装
有限责任公司吕永生将建筑
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丢
失 ， 证 件 号 ： 吉
H052009000161，身 份 证 号
码：222424197008300014，操
作类型：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
卸工（T），特此声明。

●购货单位（人）李丙业

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
联和注册登记联丢失，发票代
码 ：122011421706，发 票 号
码：00118946，价税合计：捌
万捌仟叁佰元整，开票日期：
2014年 7月 30日，厂牌型号：
大众牌 FV7160BBMGG，车辆
识 别 代 号/车 架 号 码 ：
LFV2A1BS3E4605262，发 动
机号码：J77305，销货单位名
称：吉林省吉刚汽车贸易有限
公 司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22010572673779X，特 此 声
明。

●李占梅系长春东方职
业学院 2009 级药学专业学生

于 2012 年 6 月毕业，报到证
号：121230600324，原派往吉
林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派遣
证丢失，特此声明。

●长春中东大市场春艳
家俱经销处将营业执照正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
22108600035310，声明作废。

● 刘 彦 红（身 份 证 号 ：
220381197704287044）将 会
计从业资格证丢失，声明作
废。

●吉AY2939 出租车计价
器使用证丢失，特此声明。

●吉林省天嘉餐饮设备有
限公司公章丢失，特此声明。

●高有志将证号为吉建
安 B（2004）4312261 号项目
负责人安全考核证书丢失，声

明作废。
●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东

大市场永恒门业经销处将税

务登记证正本丢失，吉税字
22028319790208192501 号声
明作废。

声明作废
扶余市居民刘彦林，由于个人保管不善，

将坐落在扶余市大九号村/1-4-36-1/一层，扶
房权证城字第00000448号，总层数：一层，所
在层数：一层，结构：砖木，面积：107.56平方
米，用途：住宅，房屋所有权证丢失，声明作废 。

补发公告
扶余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经审核对上述

房屋所有权证一个月内无异议，将予以补发。
扶余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4年8月1日

土地登记公告
李来元将坐落在正阳街道兴隆村三组，宗

地面积为364.00平方米；用途为住宅的集体土
地使用证（证号为榆集用 1999 字第
5370702020号）遗失，公告声明作废。

此相关权利人如有异议，应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向榆树市国土资源局提出异议申请，逾
期不申请异议的，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
准予补发证书。联系电话：0431-83615317

榆树市国土资源局
2014年8月5日

土地证遗失公告
土地使用者：魏永学，土地坐落：德惠市边

岗乡奋进村二社，土地用途：住宅，权属性质：
集体，土地证号：德边岗乡集字[1991]第66号，
此土地证因保管不善丢失，现声明作废。

与此相关的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
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德惠市国土资源局提
出异议申请，逾期不提出异议申请的，根据土
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准予补发证书。联系电
话：87286022。

德惠市国土资源局
2014年8月6日

房屋产权证补发公告
房屋产权人袁君，自有房屋坐落于：磐石

市烟筒山镇牛心村牛心屯。结构：砖木，面积：
70.00平方米，产权证号：25-37-1。本人因保
管不善丢失，特此申请登报作废，重新补发。

公告一个月内无人提出异议，将给申请人
补发新的房屋所有权证。

特此公告
申请人：袁君

磐石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4年8月5日

房屋产权证补发公告
房屋产权人田君，自有房屋坐落于：磐石

市石嘴镇永胜村德利屯。结构：砖瓦，面积：
82.50平方米，产权证号：05。本人因保管不善
丢失，特此申请登报作废，重新补发。

公告一个月内无人提出异议，将给申请人
补发新的房屋所有权证。

特此公告
申请人：田君

磐石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4年8月5日

土地证遗失公告
土地使用者：张贵祥，土地坐落：德惠市边

岗乡边岗村八社，土地用途：住宅，权属性质：
集体，土地证号：德边岗乡集字[1991]第191
号，此土地证因保管不善丢失，现声明作废。

与此相关的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
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德惠市国土资源局提
出异议申请，逾期不提出异议申请的，根据土
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准予补发证书。联系电
话：87286022。

德惠市国土资源局
2014年8月6日

遗失声明
产权人：范英秋，房屋座落：兴华街富强路，

结构：土平，面积：23.00平方米，丘地号：
03050155，房屋所有权证号：00012209，产权
证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范英秋
2014年8月5日

公 告
产权人：范英秋，房屋座落：兴华街富强路，

结构：土平，面积：23.00平方米，丘地号：
03050155，房屋所有权证号：00012209，产权
证不慎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与此相关的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请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通榆县房屋产权管理
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将根据
房地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补发。

通榆县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4年8月5日

无公害的绿色果蔬
阳光神龙蔬菜专业合作社位于白山市江源区湾沟镇，是农业

特色产业民营机构，以绿色有机农产品为发展方向，以无公害农
产品为基础，集科技种植、研究实验、推广生产、销售为一体，获得
国家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质量认证”，代表产品有长白山特色无
污染“阳光神龙小型西瓜”、西红柿等系列，深受客户喜爱。

服务百姓 诚信经营
九台医药超市成立于2004年，发展至今有十一家分店，始终

秉承“善待社会、善待员工、善待合作伙伴”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打
造九台医药行业第一品牌。2014年，九台医药超市以“服务更多
百姓，让百姓用到最真、最好药品”为己任，靠质优树信誉，靠平价
占市场，靠服务塑形象，靠管理创效益，不断完善自我，为市民服
务。

专业诚信 和谐共赢
长春市建设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是改制重组的大型股份

制企业，有60多年防水材料生产经验，铸就长白山品牌，是我国
建筑材料主要生产厂家之一。

公司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意大利防水材料生产线。是集科
研、设计、生产、经营、施工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被评为省
级技术中心、科研生产基地。产品被长春市政府办公楼、一汽科
技情报中心办公楼和长春市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防水
工程采用。公司作为防水行业的领军企业，以科技兴企，创新做
强，以人为本，立足品牌为宗旨。积极开发新产品、创新机制。目
前，公司拥有国内一流先进技术的乳胶漆、防水涂料、聚乙烯丙纶
复合防水卷材、冷底油等现代化生产线。致力打造让消费者满意
的长白山牌系列产品。

让消费者吃上放心“蛋”
吉林省磐石市烟筒山镇金山蛋鸡养殖园区位于吉林省磐石市

东北部，养殖场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160平方米。该
园区总投资150万元，其中，建鸡舍3栋、育雏舍1栋，并建有350
平方米的消毒室、技术服务室、办公室、看护房等。另配有鸡粪甩
干机，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促进了无公害循环利用。鸡粪甩干后
可作为绿色肥料。金山蛋鸡养殖园区年存栏蛋鸡3万只，年产蛋
量可达百万斤以上。

创业初期，养殖场面临巨大挑战，在土地、资金等问题上遇到
诸多困难，但是在镇政府大力支持下，才得以让金山养殖场顺利渡
过发展中所遇到的难关。养殖场计划在未来几年内，主销南方，形
成固定销售。通过技术指导、鸡苗供应等方式带动镇内其他养殖
户发展。

坚守注重诚信 不断提升服务
吉林省润泽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始建于1998年，有园林绿化施

工贰级资质及园林景观工程设计乙级资质，具备承揽并完成公路、
水土保持、生态植被等绿化工程和园林建设工程设计及施工业务
的能力。

润泽有较高的设计能力及施工技术，还有丰富的内部资源。
公司有苗木基地和山地，年出圃绿化苗木、花木60多个品种计40
多万株，日光温室6栋计5000㎡，可为绿化工程提供草花及盆景。
另有4万平方米草坪生产基地，同时，具备苗木、花卉、盆景、草坪
种子生产、养护和经营的能力。除此之外，公司拥有国内外较先进
的机械设备，具备800-1000万平方米的年施工能力。

润泽人愿为拓展地球的绿色生存空间而努力，用景观描绘生
活与梦想，用努力见证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质量求生存 信誉求发展
吉林鑫河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建于2009年，坐落于德

惠市大房身镇。其前身为“德惠市职教实习木器及鑫河种猪
场”。目前，公司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设有民用家具、办公家
具、会议室排椅、架体焊接、静电喷涂、冰晶画等系列。

公司秉承“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的宗旨，坚持以“诚
信、求实、创新”的理念服务于广大客户。多年来，鑫河承诺用材
把关做到最好，从而让消费者用得安心、开心、舒心、放心，用绿色
的品质践行“健康工作，环保随行”的发展理念，。

随着时代的发展，鑫河公司将不断创新，创造出更高档、更具
现代潮流的产品款式，在为您提供优质的产品的同时，也为您提
供完善的售后服务，让您永无后顾之忧。

服务社会 争创一流
永吉老年康乐园建于2005年，位于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兴华

街1127号，占地总面积8000多平方米，可容纳300余人入住，以
“文明经营、规范管理、扶老敬老、健康快乐、服务社会、争创一流”
为宗旨，是老年人疗养、健身、娱乐、休闲、安度晚年的最佳场所。

园内设高标准客房2套，标准房间60套，普通房间20套，环境
优美，服务良好，设施齐全，不仅建有淋浴室、医疗卫生室、学习室、
阅览室、音乐室、乒乓球室，还设有健身房、游艺厅、大小餐厅等。
室外室外绿树成荫、空气清新，让老人们能有一个舒适、温馨的生
活环境。

此外，园内特聘请了高级营养师和医学专家为老年人调整饮
食，提供保健医疗，园内还定期组织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让老年
人的生活丰富多彩。

提升生活品质打造特色品牌
吉林省嘉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坐落于长

春市双阳经济开发区。公司拥有注册资金5000万元，具备房地产
开发三级资质，具有较强房地产综合开发的实力。秉承着“能者
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理念召集了一批技术过硬，积极进取的
建筑人才。嘉圣的管理层人才济济，多数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公司部门间实施严格的绩效考核，让员工互相学习、协调配
合，十部四室的机构设置更让公司的管理在良性运行中步调一致，
和谐发展。

2011年，开工建设的双阳区泰富嘉园，为双阳区改造棚户区
建设新城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赢得了区政府和百姓的一致好评。

成绩属于昨天，2014年，嘉圣人愿以百分认真，加倍努力接受
新的挑战，再创佳绩。

传承岐黄仁术 创新中医文化
长春市南关区中西医结合诊所，颇受当地人信赖。诊所的所

长兼主治医师孙金昌从事医药工作40余年，一直勤奋探索、开拓
进取、敢于实践，将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有机的结合并用，并将西
方近现代的医药学知识和技术科学地运用与临床，为患者解除病
痛的折磨。

从部队到地方，孙医生一直秉承“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不仅
熟练的掌握了各种现代医疗手段，并将其与传统的思维、方法结
合，利用具体的试验方法，使抽象的传统中医学说得以发扬光
大。孙医生认为，中医治学当溯本求源，古为今用，以继承为基
础，以创新为归宿，认真继承中医经典理论，指导临床诊疗实践，
创新发展中医药理论，实现中医现代化。

金诚树志 恒信立业
双辽市金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位于双辽市，公司以机械加

工、设备制造于一体的专业机械生产厂家，是吉林省首家生产犁
铧子的厂家。曾获得过电子显示多功能组合式悬耕犁和液压升
降装置两项专利。公司以科学的经营理念，先进的生产设备，以
及优质的服务和低廉的价格，在当地拥有很高的知名度。

公司以铸造为主，生产农机具、汽车零部件，及矿山机械零部
件等产品，年生产量可达300吨。经营范围在长春、农安及内蒙
古周边。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包括：灭茬机刀盘总成、翻斗车油缸
鼎活接、三铧犁单臂套子、花生收获机皮带主动轮、伞形齿轮等农
机具。

公司具有先进的生产设备，覆模沙生产线一条，以及消失模
生产线一条。

干群融洽 百姓和谐
在吉林省西部有这样一个景色宜人、夯实奋进的村庄，那就是

双辽市新立乡丰收村。走进村，宽敞的文化大院，整齐的水泥路，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到处彰显幸福与祥和，进了村，见到了村书记
刘晶瑞。说话间无不倾注着刘书记对这个村付出的热爱和努力，
也感受到孙书记对丰收村未来的美好憧憬。

为扎实推进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步伐，优化新环境，早日实现新
农村建设的目标，刘书记四处奔走忙碌，找领导、筹资金。改善了
老百姓的人居环境，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丰富了百姓业余文化生
活，治理环境，加大绿化进程，现在正在为争取到省级示范村努力
准备着。

丰收村土地面积广阔，水资源丰富，是投资兴业的好地方。

量身定制 竭诚服务
农安县杏田家居坐落于农安县红旗小学对面龙华商务三、四

楼，经营范围覆盖整个农安县内。店内主要经营品牌有皇家马车、
一鸣特等。杏田的所有家具都可以定做，为您量身定制属于您专
属的家具。所有定做的家具都可以免费量尺、免费设计、免费送货
及免费安装，还可以免费移床移柜。皮质家具还可以免费保养。
不仅如此，杏田家居还有超长的质保以及完善的售后为用户免去
后顾之忧。

杏田家居从200多平方米不知名的小店到如今已发展到
1000多平方米的直营店，靠的就是用户的口碑，以高出同等行业
的服务、信誉及售后赢得用户信赖。

杏田家居是中国著名品牌，全国连锁。秉承着舒适健康的理
念，让消费者用得安心、开心、舒心、放心。

引领农民致富的专业合作社
延吉市宏源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始建于2010年，位于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和龙市，由陈庆英组织发起。合作社厂区面积1万多
平方米，拥有社员800多户，是一家以种植、生产、销售为一体的
专业合作社。宏源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社长陈庆英曾被当地政府
评为致富女状元，还是好感品牌持有人。该社在镇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在市农业局的大力支持下，规模迅速壮大，同年联合5个乡
镇的6家木耳基地及合作社注册成立了和龙市宏源食用菌专业
合作社，从事黑木耳的种植、收购和批发等业务。

目前，该合作社产区主要分布在西城镇、八家子镇、头道镇等
地。现合作社成员每年人均收入在4-5万元以上，年产千万袋，
为农民创业致富提供了有力保障。

吉林柴油机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要求部分已变
更信息股东完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通知
经审核，吉林柴油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柴集团”）

部分股东在2008年至2013年间发生了股权转让行为，但尚有
33位股东未履行完整的股权转让过户手续。现特要求此部分股
东（名单后附），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一周内，到吉柴集团办理股
权过户手续。

吉林柴油机集团有限公司联系人：庄伟，联系电话：
15844025056。

特此通知。 吉林柴油机集团有限公司
2014年8月5日

附名单：王伟、许仁发、马承录、陈革新、李荣华、马万春、陈
云志、齐勇、吴福芹、李海中、刘贵华、徐文彦、史瑞林、王云利、闫
立、齐玉萍、赵惠、赵谷雨、许桂春、刘禹、古林业、宋文革、刘刚、
肖金宝、陈鹏、尹明刚、于涛、李晓莉、赵迎新、王建涛、倪明东、姚
金平、高长安。

严正声明
近期，有不法组织或个人以“吉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组织委

员会”名义向省内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发出通知，以伪造文件、虚
假承诺等形式进行商业诈骗。对此，吉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组
织委员会严正声明：省运会组委会从未印发过《单项赛事冠名回
报方案》、《友情赞助》、《邀请函》及类似文件，敬请各企事业单位
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慎防上当受骗。我们将对冒用组委会名义
者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特此声明。
举报电话：0431-89109871

吉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
2014年7月30日

拍卖公告
吉林市双正拍卖有限公司受吉

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拍
卖:1. 长 春 市 朝 阳 区 开 运 街 30 号
（609）住宅，建筑面积：455.41 平方
米，参考价:2，624，983元。2.该房产
室 内 装 潢 费 用 ，参 考 价:252，000
元。以上房产现状拍卖，参考价：2，
876，983元。

有意竞买者、法定优先购买权
人及其他权利人须在拍卖会前 1 日
下午2时前将保证金86万元存入法
院指定账户（户名：吉林省吉林市中

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吉林银行吉林
分 行 吉 营 支 行 ， 帐 号 ：
60501201050009369）并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优先购买权人及其他权利
人如未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拍卖时间：2014年8月21日14时
拍卖地点：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417法庭
展示及登记时间：2014年 8月 6日
—8月20日
联 系 电 话 ： 62451979
15568364567
监督电话：0432-63070912

7月25日中午，在松原市乌兰大街与沿江东路交会处
中山岗亭执勤的该市交警支队特勤大队女子中队民警刘宏
胜和张雨，完成工作准备离开岗亭回家的时候，发现岗亭附
近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儿正掩面哭泣。她俩上前询问
后得知，小男孩儿家是外地的，姑姑家住在本市，他到本市
参加暑期少年自行车培训班，培训期间吃住在培训班。今
天上课的时候，教练发现他身体不舒服就给了他两元钱让
他坐车去姑姑家，但是由于男孩儿对道路不熟悉，在换乘公
交车时迷路了，因此独自一人走到了中山岗亭附近。

男孩儿说他姑姑家住在炼油厂老区，刘宏胜立即请示
大队长宋柏庆，宋柏庆得知此情况以后立即派车让她们把
孩子护送到了姑姑家，刘宏胜和张雨的善举受到男孩儿姑
姑一家的赞扬。

送迷路男孩儿回家
本报记者 程光 通讯员 李璐璐

近日，驻通化市65367部队医院为东昌区龙泉街道秀泉社区老人免费做B超、心电和测血压等，受
到社区群众的赞扬。 陈忠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