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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社区行武术展示大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张政）由长春市南关区文化体育局主

办，长春市南关区体育总会、长春市南关区武术协会承

办的“长春市南关区庆‘七一’全民健身社区行武术展

示大会”日前在长春市儿童公园湖心岛举行。

美洲杯阿根廷6比1大胜进决赛

本报讯（文力）北京时间7月1日，2015年美洲杯

一场半决赛展开争夺，阿根廷对阵巴拉圭。上半场，罗

霍和帕斯托雷连下两城，巴里奥斯在半场结束前扳回

一城，下半场，迪马利亚梅开二度，阿圭罗和伊瓜因也

取得进球，最终，阿根廷6比1击败巴拉圭闯入决赛，他

们的对手是东道主智利队。

举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图片展

本报讯（记者马璐 通讯员李继坤）为纪念抗日战

争胜利70周年，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近日，梨树县

图书馆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图

片展及中小学生书画展。同时展出的还有反映抗日战

争题材的中小学生书画展。

摄影文化交流中心揭牌

本报讯（记者李梦溪）近日，由省摄影家协会与白

山方大集团联合主办的摄影文化交流中心揭牌仪式在

吉林省酒文化博物馆门前举行。省摄影家协会和白山

方大集团有关领导和近百名嘉宾出席了揭牌仪式。省

摄影家协会主席赵春江表示，双方将在资源互补的基

础上，开展更加深入、广泛的交流，实现酒文化与摄影

文化相结合，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城市热读”讲解思维方法

本报讯（记者高菲）7月4日9点30分，长春图书

馆文化讲堂举办的“城市热读”讲座，东北师范大学

韩东育教授将为读者讲解“中国人应该是这样思考

问题的”。

周末来了解“儒家思想中的大学之道 ”

本报讯（记者龚保华）由省社科联、长春市孔子研

究会、长春市文庙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国学大讲堂”公

益讲座，本周六（7月4日）上午在长春文庙明伦堂报告

厅继续开讲。本期讲座由长春市国风传统文化教育培

训中心教师孙景丽讲解“儒家思想中的大学之道”。

《大学》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其首句“大学之道，在

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已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

名言。通过对《大学》的学习和正确理解，可以有次第

有步骤地使个人境界获得提升。本周六长春文庙博物

馆免费开放。

本报7月 1日讯（记者赵蓓蓓）今

晚，辽源市人民广场上响起嘹亮的歌

声。由龙山区文化馆表演的舞蹈《中国

美》，将第五届“东辽河文化艺术节”暨

庆“七一”第七届社区文艺汇演拉开帷

幕，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整场演出精挑细选的14个节目都

是精品力作，包括舞蹈、合唱、诗朗诵和

健身舞串烧等，展现了辽源人的精神风

貌。

优美的舞台效果使整场演出极具

观赏性。四重唱《共圆中国梦》、歌伴舞

《党旗更鲜艳》表达了辽源百姓对党的

生日的美好祝愿；社区“大妈们”表演的

舞蹈《茉莉花》展现了老年人乐享幸福

生活的状态；健身舞《串烧》表现了居民

注重健康、朝气蓬勃的休闲生活；由群

众艺术馆全新创意的《红梅赞》让观众

聆听嘹亮歌声的同时，还观赏到曼妙的

舞姿……1个多小时的演出，观众掌声

不断，将演出一次次推向高潮。

作为一名有着30年党龄的社区居

民，62岁的郭怀杰演出期间一直都很兴

奋，她说：“我在龙山区艺术团模特队已

经3年了，没想到退休后还能活跃在舞

台上，为党的生日舞蹈，心情真的很激

动。”

演出结束后，许多观众恋恋不舍。

家住颐和上书园小区的王跃宪高兴地

说：“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演

出，而且大多都是我们老百姓的本色出

演，水平一点儿也不比专业演员差，真

是大饱眼福了！”

展现历史文化 庆祝党的生日
辽源举办庆“七一”文艺汇演

本报讯（记者龚保华）作为2013年吉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

究“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的《中国东北汉文化史述》，日前由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东北汉文化史述》是我省著名学者田子馥多年研究东

北文化的心血结晶。田子馥曾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和中

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曾任吉林省艺术研究院党总支书记、《新文

化报》总编辑，现为吉林艺术学院特聘客座研究员、硕士研究生

导师。他多年来致力于文艺美学、诗学、东北史学研究，出版专

著有《二人转本体美学》、《山非山而山》等，主持完成吉林省社会

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多次荣获吉林省长白山文艺奖、吉林省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长白山优秀图书奖、北方十八省市优秀图书

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2011年，获吉林省长

白山文艺奖终身成就奖。

《中国东北汉文化史述》一书以考古新发现的全新视角，对东

北地区的辽西红山文化、本溪庙后山文化、兴隆洼文化等经过梳

理，发现史前东北文化区有13项全国第一。

著名学者邴正在书序中对该书作了这样的评价——田子馥先

生从事东北文化研究多年，他的研究由二人转艺术到东北地方戏

曲，渐至东北民俗及东北文化历史，由个案到整体，由微观到宏观，

由文献整理到理论阐述，学术志趣专致而始终如一，学术品味细腻

而渐达高远。《中国东北汉文化史述》一书，集其多年钻研之大成，

是学术界不多见的研究东北汉文化史的专著。此书的意义在于系

统地论证了“东北有文”。用翔实的史料、扎实的论证，展示了东北

文化的源远流长、播传四海。

东北有文 源远流长
《中国东北汉文化史述》出版发行

6 月 的 一

天，50多名穿着

迷彩服的人，呈

扇子形在长白

山老林里缓缓

游动——珲春

的山参老把头

正在带领全国

人参文化笔会

的 作 家 们“放

山”。“棒槌！”珲

春华瑞参业董

事长金立华的

一声呐喊，吸引

了正在认真寻

找山参的作家

们：一棵 6品叶

的大山参，头顶

果实赫然映入

众人的眼帘，大

家 啧 啧 称 奇 。

省作家协会副

主席张顺畗也

赞叹着端起相

机，对着大山参

连连拍照。

经 过 一 下

午的“放山”，全

国人参笔会的

成员们有的终

有收获，全国故

事大家顾文显

居然一人找到3

棵山参，其中一

对还是夫妻参，

这让空手而归

的那些作家们十分惊叹。

其实，这种寻找山参的情景，只是全国人参

文化笔会活动中的亮点之一。此次笔会是人参

文化助推人参产业的一种创新模式，策划此次

活动的是我省创刊于1957年的全国知名老牌

大众文艺期刊《参花》杂志。《参花》杂志迄今为

止总发行期数已达700余期，总发行数量2亿

册。50多年的发展历程，有近2000名作者在

《参花》杂志上发表了作品，许多作品成为时代

经典，被改编成电影、电视，一些优秀的地方戏

曲作品被广为传唱。

在全国人参文化笔会座谈会上，珲春华瑞

参业董事长金立华表示，人参产业是我国的民

族产业，弘扬人参文化、做大做强人参产业是历

史赋予的使命，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真正让长白

山人参文化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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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德国队球员迈尔（左）与美国队球员拉皮

诺在比赛中拼抢。当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七

届国际足联女足世界杯赛半决赛中，美国队以2比0战胜

德国队，晋级决赛。 新华社记者 王丽莉 摄

遗失声明
●公主岭市恒辉铁路配件有

限责任公司将国税税务登记证（公
国税税证字 220381723105789 号）

丢失，声明作废。
● 邹 安 琪 将

220104199701110628 号 身 份 证 丢
失，声明作废。

●长春市承龙机械有限公司将
2015年 6月 1日长春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二道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 丢 失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为

220105000020316，声明作废。
●陈光将购买嘉惠铜雀台5栋

1401 室 ，票 据 号 为 0009227、
0007899、 0002792、 0016322、
0016321 的房款收据丢失，声明作
废。

●王洪学将建筑焊工操作资格
证 丢 失 ， 证 件 号 码 吉
A072015000433，声明作废。

● 宋 君 海 将 证 号 吉
E022010000586 的建筑施工特种作
业操作资格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赵立民将榆树市农电家属楼
1单元6层东门，面积：70平方米原
投楼收据（发票）丢失，声明作废。

●刘航硕将榆树市亿晟蓝山31
栋 16号底商，面积：147.14 平方米
购楼收据丢失，声明作废。

●蛟河市民主街秋林公司2号
住宅楼1层15号，业主冯建华已缴
维 修 资 金 ，维 修 发 票 号 为
10000018464 号。初始缴纳：3475
元，现余额3475元。票据（第三方，
即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 刘 哲 ，身 份 证 号 码 ：
220723198503152234，现住吉林省
乾安县所字镇左字村，二代身份证

丢失，声明作废。
●磐石市王茂茂将护士执业证

书丢失，证号：（95）卫医证吉字第
206844267，声明作废。

●吉林市冀东水泥城建混凝
土有限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副本1丢失，主项资质等级：预拌商
品混凝土专业叁级，证书编号：吉
B3054022020226-1/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九台市昭旭物资经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九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由冉艳、刘文静、张婧组成，请债权人
于2015年7月2日（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之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九台市昭旭物资经销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郑天仁，将坐落在磐石市

东宁街三中住宅楼-514，建筑面积：37.09平
方 米 ，结 构 ：混 合 ，所 有 权 证 号 ：
001321001200001929 的房屋所有权证遗
失，现声明作废。

房屋所有权人郑天仁，将坐落在磐石市
东宁街三中住宅楼-514，建筑面积：37.09平
方 米 ，结 构 ：混 合 ，所 有 权 证 号 ：
001321001200001929 的房屋所有权证遗
失，权利人已登报声明作废。现作出补发公
告，如30日无人提出异议，予以补发。

磐石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公 告
刘国东，李美玲将坐落在农安镇站前街西

侧吉林省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综合楼2单元301
室，2单元302室的房屋，栋号为3/6-15，产权证
号为0018096、0018097号的房屋所有权证遗
失，现声明作废，如无异议15日补发该房屋所有
权证。

农安县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5年6月29日

声明作废
产权人郇艳红将长房长镇字第20060241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丢失，声明作废。
补发公告

经长岭县房产管理所审核，相关权利人从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无人提出异议后，将予以补
发新的《房屋所有权证》。

长岭县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5年6月30日

声明作废
产权人陶中辉将长房长镇字第20145116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丢失，声明作废。
补发公告

经长岭县房产管理所审核，相关权利人从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无人提出异议后，将予以补
发新的《房屋所有权证》。

长岭县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5年6月26日

遗失声明
杨太凤将坐落在吉林市龙潭区土城子街

土南小区142号楼2单元2层22号房屋的国有
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吉市国用2006第
220203001953号，特此声明。

公 告
杨太凤将坐落在吉林市龙潭区土城子街

土南小区142号楼2单元2层22号房屋的国有
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吉市国用2006第
220203001953号。权利人已经声明。现对该
证公告作废，见报30日后无人提出异议，我局
将给予办理相关土地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吉林市国土资源局龙潭分局

2015年6月29日

声明作废
产权人孙国祥，房屋坐落：铁西街友谊路，

结构：土平，面积：37.73平方米，丘地号：
05030243，房屋所有权证号：26850，产权证丢
失，特此声明。

公告
产权人孙国祥，房屋坐落：铁西街友谊路，

结构：土平，面积：37.73平方米，丘地号：
05030243，房屋所有权证号：26850，产权证丢
失，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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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6月29日

招 标 公 告
招标编号：JLZX-SG2015-108

1. 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永盛水电站工程
已由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水利局以长水利发[2010]64号文件批准
建设，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招标人及项目法人为长白朝鲜族
自治县永盛水力发电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吉林省中鑫工程
建设招投标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
行公开招标。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工程地点：长白朝鲜族自
治县境内。招标内容：建筑工程、机电安装工程、金属结构安装工
程和临时工程；计划工期：2015年8月20日至2016年8月20日；
工程质量要求：符合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3. 投标
人资格要求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1）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以上（含叁级）资质的企业
法人单位；项目经理必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贰级注册建造师
资格，技术负责人必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3）投标人近五年内完成过类似工程（4）良好的财务状况及商业
信誉（5）信用档案已在吉林省水利厅备案，并在人员、设备、资金
等方面具有承担本标段施工能力。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
投标。3.3 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
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按废标处理。4. 招
标文件的获取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7月13至
2015年7月17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8：30
时至下午16 时（北京时间，下同），到www.jlssljsxx.com网站自
行下载。 4.2 招标文件成本费为1000元，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
件时交纳给招标代理机构。5. 投标文件的递交5.1 投标文件递
交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8月7日下午13：30时，地点为白山富丽
华酒店九楼会议室（白山市浑江区东兴街49号）。5.2 逾期送达
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5.3投标
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时，未足额交纳招标文件成本费的，招标人不
予受理。6.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www.jlss-
ljsxx.com网站、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省建设信息网、《吉林日
报》上发布。7.联系方式：招标人：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永盛水力发
电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彦 电话：13504328302 招标代理机
构：吉林省中鑫工程建设招投标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盛焱焱
电话：0431-89235507

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区乾安灌片征地补偿
和移民安置监理监督评估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CQXZJF2015-0702A
1.招标条件：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区乾安灌片工程已由吉林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吉发改审批[2015]147号文件批准建设，
资金来源为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及省和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招
标人为松原灌区乾安工程建设管理指挥部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
为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该项目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监理监督评估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2.1项目名称：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
区乾安灌片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监理监督评估项目；2.2工程概
况及招标内容：新建8座提水泵站，新布置干渠8条，总长度为
156.01km。新布置分干渠5条，总长度为33.784km。新布置支渠
42条，总长度为306.58km;布置排干7条，沟道总长度76.33km。
布置排水支沟39条，总长度为185.06km，并包括灌区支渠（沟）以
上建筑物。2.3招标范围：根据国务院《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
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以及吉林省政府和松原市政府为本项
目制定出台的相关文件、办法等规定，对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区
乾安灌片工程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的工作进度、质量、补偿资金
的兑付和使用情况以及移民生活生产水平的恢复情况等进行监
理和监督评估。2.4计划工期：本合同签订之日至征地补偿和移
民安置工作全部结束。3.投标人资格要求：3.1独立法人资格。
3.2具有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监理（移民监督评估）乙级以上资质
（含乙级）的企业法人单位；近五年具有类似工程业绩；良好的财
务状况及商业信誉；拟派驻本项目的总监具有水利部门颁发的总
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其它监理人员具有水利部门颁发的监理工
程师注册证书，监理人员均需有3年以上监理经验。3.3外埠企
业还需到吉林省水利厅备案后方可参加投标。3.4本次招标不接
受联合体投标。4.招标文件的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5年7月13日至2015年7月17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
外），每天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3时至16时，投标申
请人请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授权人身份证、营业
执照副本及资质证书，以上所有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吉林省人
民政府政务大厅4楼（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人民大街与蔚山
路交汇处）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窗口购买。每套招标
文件售价：2000元人民币，售后不退。5.投标文件的递交：5.1投
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15年8月14日上午9时00分，地点：吉
林省人民政府政务大厅4楼开标室（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人
民大街与蔚山路交汇处）。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
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6. 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招标
人不组织踏勘现场和标前预备会。7. 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
标公告同时在《吉林日报》、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中国水
利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上同时发布。8. 联
系方式：招标人：松原灌区乾安工程建设管理指挥部办公室 联
系人：张向华 电话：13089264299 招标代理机构：重庆西征建
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女士 电话：0431-85336921

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区乾安灌片2015年机电
设备及金属结构制造监理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CQXZJF2015-0702B
1.招标条件：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区乾安灌片项目已由吉林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吉发改审批[2015]147号文件批准建设，
资金来源为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及省和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招
标人为松原灌区乾安工程建设管理指挥部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
为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该项目机电设备及金属结构制造监理进行公开招标。2.项目
概况与招标范围：2.1项目名称：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区乾安灌片
2015年机电设备及金属结构制造监理项目；2.2工程概况：乾安
县灌区设计灌溉面积127.50万亩，其中：水田灌溉面积为28.11
万亩；旱田灌溉面积为90.84万亩，草原灌溉面积为8.55万亩。
2.3招标内容：乾安县2015年开工建设的泵站有字泵站、洪字泵
站、水字泵站、互助泵站和龙海泵站，共计5个泵站。机电设备制
造监理项目招标范围为以上5座泵站的水力机械设备、电气设备
及金属结构设备等。2.4招标范围：设计、制造、包装、运输等监理
服务。2.5计划工期：本合同签订之日至本工程机电设备及金属
结构制造工作全部结束。3.投标人资格要求：3.1投标单位必须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单位财务状况良好；3.2具备机电及金属结构
设备制造监理专业资质甲级；3.3近五年完成过水利水电同规模
工程，同类产品的监造工作；3.4外埠企业还需到吉林省水利厅备
案后方可参加投标；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4.招标文
件的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7月13日至2015年7
月17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天上午8时30分至11
时30分，下午13时至16时，投标申请人请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被委托授权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及资质证书，以上所
有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大厅4楼（长春市
人民大街9999号—人民大街与蔚山路交汇处）重庆西征建设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窗口购买。每套招标文件售价：2000元人民币，
售后不退。5.投标文件的递交：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
2015年8月14日下午13时00分，地点：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大厅
4楼开标室（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人民大街与蔚山路交汇
处）。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
予受理。6. 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招标人不组织踏勘现场和
标前预备会。7. 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吉林日
报》、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中国水利报、中国采购与招标
网、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上同时发布。8. 联系方式：招标人：松原
灌区乾安工程建设管理指挥部办公室 联系人：张向华 电话：
13089264299 招标代理机构：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女士 电话：0431-85336921

房屋产权证补发公告
房屋产权人翟晓光，将房屋坐落于兴华

街民主路，结构：混合，面积74.86，产权证号
48938，丘地号：03010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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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榆县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吉林大学前卫南区图书信息综合楼室内精装修工程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20150656-GC01-G1-3
吉林大学前卫南区图书信息综合楼室内精装修工程已由教

发[2013]7号文件及长高发改字[2014]61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
资金来自国投，招标人为吉林大学。招标内容划分3个标段。完
成吉林大学前卫南区图书信息综合楼室内精装修工程，详见工程
量清单。投标人须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二级及以
上资质，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项目经理需
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设计负责人需具
备注册建筑师资格；施工负责人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资格。请于2015年7月2-8日，上午8:30-11:30时，下午13-16
时，在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报名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售价:
1、2标段1000元/份；3标段1500元/份，售后不退。详见中国采购
与招标网、吉林省建设信息网、吉林省建设项目招标网。招标人
吉林大学王立光0431-85166937招标代理机构长春高建招标有限
公司姚萍0431-85832429

招 标 公 告
招标编号：JLZX-SG2015-088

1. 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吉林省中小河流灯杆河辽源市龙山
区段治理工程已由吉林省水利厅以吉水技[2014]1450号文件批
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省级专项资金，招标人为辽源市城区河道
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招标代理机构为吉林省中鑫工程建设招投
标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二期）
进行公开招标。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项目名称：吉林省中小
河流灯杆河辽源市龙山区段治理工程（二期）；招标内容：治理河
道总长1475米，左岸护岸长度1470米，桩号1+005-2+475，右岸
护岸长度1475米，桩号1+000-2+475.主要建设内容为坡式护岸
和浆砌石护脚工程。计划工期：2015年8月15日至2016年8月
15日；工程质量要求：符合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3.
投标人资格要求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1）独立法人
资格，（2）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的企业法人
单位，（3）近五年内完成过类似工程业绩，（4）良好的财务状况及
商业信誉，（5）信用档案已在吉林省水利厅备案，并在人员、设备、
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标段施工能力。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
合体投标。3.3 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
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按废标处理。
4. 招标文件的获取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7月13
日至2015年7月17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8：30时至下午16：00时（北京时间，下同），到www.jlssljsxx.com
网站项目信息公开专栏自行下载。4.2招标文件成本费为1000
元，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时交纳给招标代理机构。5. 投标文
件的递交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8月3日上午
9:00时，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大厅四楼开标室（长春市人民大街
9999号）。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
标人不予受理。5.3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时，未足额交纳招标
文件成本费的，招标人不予受理。6、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
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省建设信息网、吉林省公共资
源交易信息网、吉林日报、www.jlssljsxx.com网站上发布。7.
联系方式:招标人：辽源市城区河道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 电话：
13766028168 联系人：谭文玉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中鑫工程
建设招投标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431-89235507 联系人：金珊

吉林财经大学是吉林省重点大学，起步于1946年7

月，是新中国创建的第一所金融高等学校，现为吉林省人

民政府与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建设的学校。

吉林财经大学历史悠久，历经东北银行总行训练班、

东北银行干部学校、东北银行专门学校、长春银行学校、

吉林财贸学院（1958年至1970年）、吉林省财贸学校、吉

林财贸学院（1978年至1992年）、长春税务学院、吉林财

经大学等不同历史时期，校址先后设在佳木斯、哈尔滨、

沈阳、长春等地。

为真实全面地反映学校筚路蓝缕、自强不息、曲折辉

煌的奋斗历程，进一步弘扬财大人“明德崇实”的校训精

神，鉴往开来，追求卓越，学校决定启动校史征集工作。

现特向全校师生员工、离退休老同志及家属、海内外校友

及社会各界人士征集校史资料。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内容

1.学校师生员工特别是知名教授、校友撰写的反映

在校学习、工作和生活情景的文章、回忆录、自传、逸事

等；

2.反映学校师生员工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具有历史

价值、时代特征或纪念意义的出版物、印刷品、票证（如早

期的学生证、借书证、毕业证、学位证、派遣证、餐券、饭

票、粮票、面食票等）、班级毕业照片、纪念册、徽标、印章

及其他实物等；

3.学校师生员工参加国内外重大活动（包括社会活

动、学术活动、重要比赛或评比活动）形成的文档（聘书、

奖状、证书、通知等）、实物（奖品、纪念品）和照片、摄像

等；

4.学校各时期重大事件、活动中形成的资料、实物，

收到的重要贺信、贺电、纪念品等；

5.学校历任领导、知名教授任命、聘任、工作、获奖的

重要文档、论著、手稿、证书及在校期间使用过的有代表

性的实物（如教具、教案等）；

6.上级领导、社会知名人士及重要外宾来校视察、参

观、访问或讲演的资料、文稿、题词、纪念品等；

7.与国内外大学、机构交流合作的资料和实物；

8.各类媒体报道学校重要事件、活动、人物的特色资

料；

9.其他有价值的资料和实物。

二、征集方式

1.接受捐赠。对愿意将自己收藏的吉林财经大学校

史资料、实物捐赠给学校者，学校将颁发捐赠证书以作永

志。

2.代管、复制。对特别珍贵的资料、实物，本人（亲

属）有保存意愿的，学校档案馆可代为保管、复制或翻拍

后将原件安全归还本人（或亲属）。

3.文字或口头提供。拟撰写或已撰写自己或他人在

校期间工作、学习和生活情景的文章，可以纸质或电子的

方式送寄给学校。对年事较高或书写不便的老同志、校

友，学校将与之联系，由编纂筹备组成员前往记录整

理。

三、联系方式

1.联系单位：吉林财经大学宣传部

2.联系人：王彬

3.联系电话：0431－84539053

4.通讯地址：长春市净月大街3699号吉林财经大学

综合楼435室

5.邮编：130117

我们竭诚欢迎社会各界、海内外校友及广大师生员

工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学校将为向校史馆捐赠校史资

料和捐款的热心人士颁发捐赠证书，以作永志，并致谢

忱。

我们深知，吉林财经大学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在社

会各界的关怀和支持下，通过每一位吉林财经大学人的

不懈努力取得的。同时，也希望在您的持续关注和帮助

下，吉林财经大学的辉煌历史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

天！

吉林财经大学

二○一五年六月

关于征集吉林财经大学校史资料的公告

公 告
为进一步提高客户服务水平，我公司将于2015年7月3日

22：00至7月4日8：00期间对业务支撑系统（BOSS）进行升级改
造，届时停止业务受理、查询、缴费充值等服务。2015年7月4
日8：00以后恢复正常。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司深表歉意。我们将以更精湛
的技术为您提供更细致、更周到的服务。

特此公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