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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LTXY-[2016]-0205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为2016年省级小型农田水利专项

补助资金长岭县建设项目已由长岭县水利局以长水字[2016]4
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为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及自筹资金。招
标人为长岭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招
标代理机构为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
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
围：本工程位于吉林省长岭县境内。工程名称：2016年省级小型
农田水利专项补助资金长岭县建设项目。项目编号：
JLTXY-[2016]-0205。招标内容：水源井等。计划工期: 2016年
4月28日至2016年6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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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含贰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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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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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www.jlssljsxx.com》公
示为准），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工程施工能
力。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4、招标文件的获取：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3月24日至2016年3月30日（法
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天上午8：30分至下午16:00时
（北京时间，下同），在www.jlssljsxx.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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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递交的截
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6年4月19日上午 9：00时，
地点为松原市美仑商务宾馆四楼会议室（地址：吉林省松原市宁
江区沿江大街469号 ）。6. 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
时在《www.jlssljsxx.com》、《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中国采购与
招标网》、《吉林日报》上发布。招 标 人：长岭县小型农田水利重
点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
0438-7237273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联系人：孙女士 联系电话：13504318542 0431-81331333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LTXY-[2016]-0206
一、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为2016年省级小型农田水利专项

补助资金长岭县建设项目已由长岭县水利局以长水字[2016]4号
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为省级财政项补助资金及自筹资金。招
标人为长岭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招
标代理机构为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该项目设备采购进行公开招标。二、招标概况：2.1本
次招标共3个标段，具体招标内容如下：项目名称：2016年省级小
型农田水利专项补助资金长岭县建设项目设备采购（第一标段），
招标编号：JLTXY-[2016]-0206-1，招标内容：175QJ32-65潜水泵
配套设备等。项目名称：2016年省级小型农田水利专项补助资金
长 岭 县 建 设 项 目 设 备 采 购（ 第 二 标 段 ），招 标 编 号 ：
JLTXY-[2016]-0206-2，招标内容：ZS1125-20柴油发电机组配套
设备等。项目名称：2016年省级小型农田水利专项补助资金长岭
县 建 设 项 目 设 备 采 购（ 第 三 标 段 ），招 标 编 号 ：
JLTXY-[2016]-0206-3，招标内容：全移动喷灌机组配套设备等。
2.2交货地点：2016年省级小型农田水利专项补助资金长岭县建
设项目施工现场。2.3资金来源：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及自筹资金，
已落实。2.4质量标准：合格。三、资格审查条件：投标人必须同
时具备如下资格和条件：（1）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设备制造
企业；（2）具有产品检验合格报告及相应证明；（3）制造企业通过
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具有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4）
投标人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能满足本招标工程实施需要；（5）信
誉良好，无不良履约记录。四、招标文件的发售时间、地点及购买
条件：4.1招标文件成本费每标段为1000元。凡有意参加投标者，
请于2016年3月24日至2016年3月30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
日除外），每天上午8：30分至下午16:0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到
招标代理机构(长春市临河街8377号，南三环与临河街交汇处南
行200米中海国际广场A座1608室)获取招标文件。4.2购买招标
文件条件：投标人凭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等上述证件的原件
及复印件（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购买招标文件。
五、交货日期：2016年4月28日开始供货，2016年6月30日前供货
结束。具体供货日期及数量以招标人提供的供货计划为准。六、
开标时间及地点：2016年4月19日上午 9：00时，地点为松原市美
仑商务宾馆四楼会议室（地址：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沿江大街469
号）。届时请投标人代表准时参加。七. 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
标公告同时在《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
日报》上发布。招标人：长岭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438-7237273 招标
代理机构：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女士 联
系电话：13504318542 0431-81331333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LTXY-[2016]-0210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为2016年长岭县农田水利项目建设

已由长岭县水利局以长水字[2016]5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
为中央统筹资金及自筹资金。招标人为长岭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
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为吉林省同欣原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
招标。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本工程位于吉林省长岭县境内。
本项目共分2个标段，具体招标内容如下；工程名称：2016年长岭
县 农 田 水 利 项 目 建 设 ( 第 一 标 段)，项 目 编 号:
JLTXY-[2016]-0210-1，招标内容：水源井等；工程名称：2016年长
岭 县 农 田 水 利 项 目 建 设 ( 第 二 标 段)，项 目 编 号:
JLTXY-[2016]-0210-2，招标内容：水源井等。计划工期: 2016年
4月28日至2016年6月30日。3、投标人资格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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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含贰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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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在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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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www.jlssljsxx.com公示为准），并在
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工程施工能力。3.2本次招标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4、招标文件的获取：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
请于2016年3月24日至2016年3月30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
日除外），每天上午8：30分至下午16:0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
《www.jlssljsxx.com》项目信息公开专栏自行下载。4.2招标文
件成本费为每标段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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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
截止时间，下同）为2016年4月18日上午 9：00时，地点为松原市
美仑商务宾馆四楼会议室（地址：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沿江大街
469号 ）。6. 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www.jlss-
ljsxx.com》、《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日
报》上发布。招 标 人：长岭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438-7237273 招标
代理机构：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孙女士
联系电话：13504318542 0431-81331333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LTXY-[2016]-0211

一、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为2016年长岭县农田水利项目建
设已由长岭县水利局以长水字[2016]5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
金为中央统筹资金及自筹资金。招标人为长岭县小型农田水利重
点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为吉林省同欣原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设备采购进
行公开招标。二、招标概况：2.1本次招标共6个标段，具体招标内
容如下：项目名称：2016年长岭县农田水利项目建设设备采购（第
一 标 段 ），招 标 编 号 ：JLTXY-[2016]-0211-1，招 标 内 容 ：
175QJ32-65潜水泵配套设备等。项目名称：2016年长岭县农田水
利 项 目 建 设 设 备 采 购（ 第 二 标 段 ），招 标 编 号 ：
JLTXY-[2016]-0211-2，招标内容：175QJ32-65潜水泵配套设备
等。项目名称：2016年长岭县农田水利项目建设设备采购（第三
标段），招标编号：JLTXY-[2016]-0211-3，招标内容：ZS1125-20柴
油发电机组配套设备等。项目名称：2016年长岭县农田水利项目
建设设备采购（第四标段），招标编号：JLTXY-[2016]-0211-4，招
标内容：ZS1125-20柴油发电机组配套设备等。项目名称：2016年
长岭县农田水利项目建设设备采购（第五标段），招标编号：
JLTXY-[2016]-0211-5，招标内容：全移动喷灌机组配套设备等。
项目名称：2016年长岭县农田水利项目建设设备采购（第六标
段），招标编号：JLTXY-[2016]-0211-6，招标内容：全移动喷灌机
组配套设备等。2.2交货地点：2016年长岭县农田水利项目建设
项目施工现场。2.3资金来源：中央统筹资金及自筹资金，已落
实。2.4质量标准：合格。三、资格审查条件：投标人必须同时具
备如下资格和条件：（1）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设备制造企业；
（2）具有产品检验合格报告及相应证明；（3）制造企业通过
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具有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4）
投标人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能满足本招标工程实施需要；（5）信
誉良好，无不良履约记录；四、招标文件的发售时间、地点及购买条
件：4.1招标文件成本费为每标段1000元。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
于2016年3月24日至2016年3月30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
除外），每天上午8：30分至下午16:0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到招
标代理机构(长春市临河街8377号，南三环与临河街交汇处南行
200米中海国际广场A座1608室)获取招标文件。4.2购买招标文
件条件：投标人凭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等上述证件的原件及
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购买招标文
件。五、交货日期：2016年4月28日开始供货，2016年6月30日前
供货结束。具体供货日期及数量以招标人提供的供货计划为准。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2016年4月18日上午 9：00时，地点为松原
市美仑商务宾馆四楼会议室（地址：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沿江大街
469号 ）。届时请投标人代表准时参加。七.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吉林日报》上发布。招标人：长岭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438-7237273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女

士 联系电话：13504318542 0431-81331333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LTXY-[2016]-0207
一、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为2016年长岭县农田水利维修养

护建设项目已由长岭县水利局以长水字[2016]6号文件批准建
设，建设资金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及自筹资金。招标人为长岭县
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为
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
项目设备采购进行公开招标。二、招标概况：2.1本次招标具体招
标内容如下：项目名称：2016年长岭县农田水利维修养护建设项
目设备采购，招标编号：JLTXY-[2016]-0207，招标内容：维修和更
新全移动喷灌设备等。2.2交货地点：2016年长岭县农田水利维
修养护建设项目施工现场。2.3资金来源：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及
自筹资金，已落实。2.4质量标准：合格。三、资格审查条件：投标
人必须同时具备如下资格和条件：（1）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
设备制造企业；（2）具有产品检验合格报告及相应证明；（3）制造企
业通过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具有健全的质量保证体
系；（4）投标人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能满足本招标工程实施需要；
（5）信誉良好，无不良履约记录。四、招标文件的发售时间、地点及
购买条件：4.1招标文件成本费为1000元。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
于2016年3月24日至2016年3月30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
除外），每天上午8：30分至下午16:0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吉林
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长春市临河街8377
号，中海国际广场A座1608室)获取招标文件。4.2购买招标文件
条件：投标人凭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等上述证件的原件及复
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购买招标文件。五、
交货日期：2016年4月28日开始供货，2016年6月30日前供货结
束。具体供货日期及数量以招标人提供的供货计划为准。六、开
标时间及地点：2016年4月18日上午 9：00时，地点为松原市美仑
商务宾馆四楼会议室（地址：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沿江大街469
号 ）。届时请投标人代表准时参加。七. 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
招标公告同时在《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
林日报》上发布。招标人：长岭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438-7237273 招
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女士
联系电话：13504318542 0431-81331333

长春市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BOT）建设光明公园项目，经市政府批准，长春市园

林绿化局与长春市吉盛伟邦投资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3月10日正式签署《长春市光明公园建

设项目（PPP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按照财金[2014]113号通知要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

式操作指南（试行）》第四章第二十一条之规定，现面向社会告知，并接受监督。请于公告后五

个工作日内反馈意见。《长春市光明公园建设项目（PPP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详见长春市园林绿

化局网站（http://www.ccylj.gov.cn/）。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张先生 89387688 89343488

长春市园林绿化局

2016年3月14日

公公 告告

梨树县泉眼岭乡中学食堂、宿舍楼建设项目监理及施工
梨树县泉眼岭乡中学食堂、宿舍楼建设项目监理及施工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监理及施工进行公开招标。本次
监理招标要求投标申请人须是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房
屋建筑工程监理丙级及以上资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本次工程
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二级资
质。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03月14日至2016年 03
月18日(法定节假日休息)，每日8时至16时(北京时间，下同)，
在长春市高新区硅谷大街3355号硅谷商务五楼长春高建招标
有限公司报名和购买招标文件。详细内容请登陆吉林省建设信
息网、吉林省建设项目招标网或向招标公司咨询。招标人：梨树
县泉眼岭乡中学招标代理机构：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联系人：
王志娟电话：0431—85832429-802

梨树县金山中学食堂、宿舍楼建设项目监理及施工
梨树县金山中学食堂、宿舍楼建设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该项目的监理及施工进行公开招标。本次监理招标的投标申
请人须是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丙级
及以上资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本次施工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
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二级资质。凡有意参加投标
者，请于2016年03月14日至2016年03月18日（法定节假日、公
休日休息)，每日8时至16时 (北京时间，下同) 长春市高新区
硅谷大街3355号硅谷商务五楼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报名和
购买招标文件。详细内容请登陆吉林省建设信息网、吉林省建
设项目招标网或向招标公司咨询。招标人：梨树县金山中学招
标代理机构：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联系人：王志娟电话：
0431—85832429-802

梅河口市进化学校操场地面硬化工程招标公告
(资格后审)

招标项目编号：20160316-GC01-G
梅河口市进化学校操场地面硬化工程已由梅河口市审计局

以梅审发[2014]109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梅河口市进
化学校，建设资金来自政府投资，投标人须是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或注册建造师须是具备市政
公用工程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资格或小型工程（含）以上项目经理
资格,投标人请于2016年3月14日至2016年3月18日9:00 －
16:00时在梅河口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建设局五楼513室购买
招标文件。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6年4月5日14 时
00分，地点为梅河口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开标室招标代理机
构：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电话：13644450435

2016年3月14日

遗失声明
● 寇 爱 平（ 身 份 证 号 ：

15210419810325287X）将按摩师证丢
失，证书编号：0708001001306650，级
别：三级/高级技能，声明作废。

3 月 11 日，由省文联、省作协和长

影集团共同主办的著名作家、影视文学

家张笑天先生艺术人生追思会在长春

举行。省文联及省作协部分领导、延边

市张笑天研究会有关人员和张笑天的

二弟张顺天及其子张夷非参加了追思

会。会上，张笑天的十余位好友追忆了

与张笑天相处的岁月，表达出各自对张

笑天的悲痛、怀念、敬佩之情，从不同角

度还原出张笑天卓尔不凡的艺术人生

和性格品质。

平易正直的良师益友

延边市张笑天研究会副会长刘德昌

在会上说，自己得知噩耗时犹如晴天霹

雳，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十分后

悔在张笑天最后生病的日子里没能陪陪

他，跟他多说说话。刘德昌说张笑天是一

个十分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受到不公正

对待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流露出绝望自弃

的情绪，而是相信光明终会到来。“增不改

叶，温不增华，宠辱不惊”是他的座右铭，

是他毕生追求的境界。

张笑天的好友吴文昌在得知噩耗当

晚，将张笑天分两次送给他的三十本《张

笑天文集》找出来再一次摩挲、阅读。他

说，张笑天始终保持着对艺术和真善美

追求的激情。而且为人刚正不阿，敢于

直言。吴文昌还记得一次与他在饭桌上

谈论一个社会问题，张笑天直言不讳地

对他说“我不赞成你的看法”，吴文昌当

时笑了，他不但不觉得尴尬，反而深深欣

赏和理解张笑天的心直口快和质朴真

诚。

长影集团梁恩泽感慨地说，张笑天是

文学大家，但为人很随和、平易。有一次

他对张笑天言辞很激烈地提了意见，过后

觉得不合适，向张笑天道了歉，张笑天回

答道：“你对我直言，而且态度这么严厉，

说明你是相信我的，我也应该相信你，我

们是朋友。”

勤奋创作 勇攀高峰

几十年来，张笑天共创作小说、影视

文学作品数百部，出版了《张笑天文集》40

卷，共4000余万字。省作协主席张未民

说，张笑天文学具有鲜明的中国性，是革

命观、道德观和统一观的高度体现，他的

作品有对早期共产党人孤独感的描绘，有

对人性、人生、伦理的探讨，新世纪以来的

反腐小说自成一派，别具一格，是创造力

十分强盛的作家。好友曹保明说，他曾看

到张笑天有一次一夜间写了两万八千字，

赞叹地说张笑天一定是天才，可张笑天却

说他不相信什么天才，写作就是十分艰苦

的劳动，是“狗撵兔子跑”，要习惯于夜里

写作，要能吃苦耐劳。张笑天作品惊人的

高产来源于他对写作对文学的热爱，来源

于他超乎寻常的勤奋。有的人长期写作

手上磨出了茧子，而张笑天的胳膊上都有

一溜茧子。

张笑天的弟弟张顺天回忆道，近几

年家人都劝张笑天不要写了好好休息，

可他没过多久又变魔术一样出了几个长

篇，他说自己闲不住。本来去年要给他

和爱人办一个金婚纪念活动，张笑天自

己却取消了，他说还有一个长篇没有写

完。家人现在虽然为没有为他办成纪念

日而感到遗憾，但他其实已经用永恒的

文字和影像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

句号，他对自己、对喜爱他的读者和观众

都已无愧无悔。

无尽的思念伴你远行
——张笑天先生艺术人生追思会侧记

本报记者 李梦溪

3月12日，在2015-2016赛季NBA常规赛中，多伦多猛龙队主场迎战迈阿

密热火队。 新华社发（邹峥摄）

本报讯(记者裴雨虹)为进一步加强我省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掌握和了解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最新信息，提升文化馆（站）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地位，近日，全省文

化馆馆长培训班暨全省文化馆馆长工作会议

在长春召开。来自全省各市（州）群众艺术馆、

朝鲜族群众艺术馆、县（市、区）文化馆的馆长，

以及省群众艺术馆、长春市群众艺术馆全体职

工，共计160余人参加。

此次培训特别邀请了北京大学教授、

北京大学国家现代公共文化研究中心主

任、文化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

家委员会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首席专家李国新，作了以《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与文化馆的发展》为题的讲

座。李国新对我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和文化馆发展的方向作出了讲解，既有对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顶层设计的解

读，也有推动基层文化馆工作的办法和举

措，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和指导性。

在全省文化馆馆长工作会议上，省群众艺

术馆馆长葛利民总结了2015年全省文化馆工

作，并对2016年工作进行了部署。2016年，我

省文化馆将结合工作实际，树立“以创新发展

引领文化建设，在开放发展中实现文化共享”

的理念，按照“提质提效能、创新创品牌”的总

体要求，重点做好“不断改革创新，增强发展活

力”“加强免费开放，实现文化共享”“树立文化

品牌，着力文化惠民”“夯实文化基础，促进协

调发展”四个方面的工作。

此次会议是我省近几年来规模较大的一

次文化馆馆长会议，会上，多个地区的馆长作

了工作经验交流发言。在培训及会议结束后，

各位馆长纷纷表示，通过这次学习和交流，对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了新的认识和

提升，明确了思路、开阔了视野，也为今后的公

共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

继往开来 锐意进取
2016年全省文化馆馆长培训班暨工作会议在长召开 青年速滑世锦赛落幕

本报3月 13日讯（记者景洋 刘勃）今日，在长春

举行的2016青年速度滑冰世锦赛圆满落下帷幕。中

国青年男子速滑队赛上演大逆转，以3分59秒11的成

绩击败实力强大的荷兰队，在男子团体追逐赛中夺得

铜牌，这让中国军团在本届世锦赛上的奖牌数最终定

格为5枚。

比赛中实力强大的荷兰队一路领先，但在最后因

为第艾斯拉体力不支，最终在这场团队“短板”的直接

对话中输给东道主中青男队0.82秒。韩国队没有受

到昨天短距离追逐赛中有队员摔出赛道的影响，以3

分 54秒 47的成绩在团体追逐赛中称雄，加拿大队收

获银牌。

“红楼梦大观园”雕塑展在长举办

本报讯（记者 高菲）由大连籍民间艺术家姜夫子

创作的“红楼梦大观园”雕塑展在长春市图书馆拉开

帷幕。

本次“红楼梦大观园”雕塑作品由姜夫子历时10年

完成，其精研古典名著《红楼梦》多年，对于书中各色人

物都有自己完整的理解，辅以精湛的中国传统雕塑技

艺，从立体角度再现了古典名著的风采。本次展览将

延续至26日。

省京剧团举办折子戏专场演出

本报讯（记者裴雨虹 通讯员赵云龙）为回馈和感谢

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日前，省戏曲剧院京剧团联合大众

剧场举办了折子戏专场演出，为春城的环卫工人送去了

祝福与问候。

整台演出由传统剧目《赤桑镇》和经典武戏《小商河》

组成，演员们出色的唱腔和精彩的武戏引得现场观众不

断鼓掌叫好。

在演出开始前，省京剧团还开展了京剧公益讲座，为

前来观看演出的环卫工人普及了京剧常识及观看贴士。

“城市热读”推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专场讲座

本报讯（记者 高菲）消费者应如何提高自我防范意

识？在消费过程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消费者如何向

消费者委员会或工商部门进行投诉？3月12日，长春市

图书馆文化讲堂举办的“城市热读”讲座，主讲嘉宾王箭

为读者解答了这些难题。王箭，现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

学院讲师，吉林大学经济学博士。

省直单位足球联盟举行2015冬季联赛颁奖仪式

本报讯（大史）日前，省直单位足球联盟在长春市乾

元富民大酒店举行了2015冬季联赛颁奖仪式暨2016夏

季联赛启动仪式。

此次我省省直单位2015冬季足球联赛共有省委

组织部、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省财政厅、省审计

厅、省食药监局、省邮政管理局等 16支足球队参加，

历时 3个月 15 轮的激烈角逐，最终省高速公路管理

局加冕桂冠。颁奖仪式结束后，省直单位足球联盟

宣布正式启动省直单位 2016 夏季足球联赛，参赛球

队将增加至24支。

恒大主场3比0战胜亚泰

本报讯（记者景洋 刘勃）3月12日，中超第2轮比赛

继续进行，广州恒大主场迎战长春亚泰。最终以3比0的

优势战胜亚泰，取得了本赛季中超联赛的首场胜利。

目前，恒大在亚冠小组赛前两轮1平1负，他们将在

下周中迎战浦和红钻。同时在4月上旬，恒大将连续迎

来富力、浦和红钻与国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