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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茗 通讯员徐传霞)长白县八

道沟镇南川村以建设美丽乡村为总体目标，以社

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为建设重点，把村规

民约作为提升群众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准

则，精心提炼总结出切合本村实际的村规民约，引

导全体村民共同遵循，认真践行，在村里形成了良

好村风民风。

近年来，南川村加大整治农村环境卫生力度，将

环境卫生整治摆上议事日程。共改造自来水管道4000

米，修建50立方米蓄水池1座，铺设地下排水管道3500

米，修筑水泥路1.6万平方米；安装铁艺围栏1060米，

建农民文化休闲广场2000平方米，修建绿化美化观

光景点2000平方米，栽种绿化树770株。新建房屋3

栋，进一步改善村民居住条件。南川村将村容村貌

改造提升与村风民风建设相结合，通过公示栏、文化

墙、好人榜等方式，大力弘扬新风正气，进一步强化

“美丽家园人人建、美丽家园人人爱”的意识，展现了

村容整洁、民风淳朴、邻里和睦、文明和谐的新风貌。

自2013年开始，南川村开始为六旬老人“发红

包”。经过村委班子及村民代表研究决定，从村砖

厂、木材加工厂等村集体经济项目的利润中每年提

出10%，为村里275名6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发放

50元养老补贴，村民合作医疗补贴每人每月由过去

的70元提高到90元。

南川村不断加强道德建设，将村规民约作为

道德约束的软性指标，深入开展了“讲文明、除陋

习、树新风”活动，教育引导群众移风易俗，改变婚

丧大操大办、奢侈浪费等陈规陋习，树立正确的消

费观，践行村规民约，引领村风文明，打造社会主

义新农村。

村规民约“约”出好民风

她是一名80后知识女性，结婚十几

年一直悉心照顾公婆，支持丈夫工作，耐

心教导孩子……尽管生活中有很多苦和

累，但她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向上的态

度，一家人和谐幸福地生活着。她还是一

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群众喜爱的基层好领

导，把平凡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她就是

四平市梨树县文礼小区的闫丽娜。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而闫丽娜

却成了婆婆久病床前的好闺女。婆婆患

有先天性风湿性心脏病,一年365天，时

刻防备着病情发展。闫丽娜通过各种途

径,四处求医问药，后来终于查询到一种

有效的中药调理方法，于是从2005年3月

开始，她每天早起为婆婆熬汤药。由于以

前没有熬药的经验，掌握不好火候，经常

被呛得直流眼泪。在她的悉心照料下，婆

婆病情有所好转。但随着花甲之年的到

来，老人的心脏病似乎比以前更重了，住

院是“家常便饭”。于是，闫丽娜经常往返

于单位、医院、家庭之间，不顾一天工作的

繁忙与辛劳，为婆婆送上可口的饭菜，清

洗衣物，回到家又要辅导孩子的功课，但

她累并幸福着。然而婆婆的病情依然没

有好转，闫丽娜决定带着婆婆走上进京看

病的路。她把婆婆安顿在亲戚家，自己独

自一人拿着病历奔走于京城的各大医

院。最终，在2015年3月老人完成心脏瓣

膜更换手术，一家人激动万分。

闫丽娜的丈夫是一位气象工作者，忙

碌的检测、增雨工作需他经常下乡，每天

很晚才回家，有时闲暇假日也会被紧急的

任务所占用。因为这样，沉重的家务、年

迈公婆和幼小孩子的照料都落在了闫丽娜

一人身上。作为一个妻子，她也需要丈夫

的陪伴和分担，也曾有过抱怨，但为了丈夫

能全心工作、家庭美满和谐，她选择默默支

持，从不给他增加负担。丈夫也没有白费

妻子的苦心，工作十分出色，每年都获得省

市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虽然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但在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闫丽娜却从不松懈，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她所负责的农产

品质量安全工作中，始终把“让食者安心，让耕者获利”作为出发点和落角

点，为全县百姓把守着安全农产品的一道道防线。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验检测机制，开展速测，确保连续多年不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成为全

省首批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农产品检测工作也始终走在了全省的前

列。曾先后获得省级科研成果5项，撰写优秀论文10余篇，多次被省、市、县

及农业系统评为先进个人，为梨树县农业信息化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闫丽娜不仅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更是一个乐于奉献、服务群众的楷

模。作为巾帼志愿者，她为四平烧伤的聂秀丽母子捐款，参与梨树一中的金

秋助学活动。闫丽娜所做的这一切不仅快乐了别人，也快乐了自己，同时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先后被县委宣传部分别授予“梨树好人”、全县

“书香家庭”的光荣称号，被县妇联评为最美家庭“好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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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河口市2016年公共厕所建设工程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20160520-GC01-G

本招标项目梅河口市2016年公共厕所建设工程已由梅河口
市发展和改革局以梅发改字[2016]70号文件批准建设，资金来
自政府投资，新建公共厕所25座。详情请见工程量清单。投标
人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项目经理须具备建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
格,投标人请于2016年5月13日至2016年5月19日9:00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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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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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

开发区慧谷工业园环境改造工程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20160522-GC01-G

开发区慧谷工业园环境改造工程已由吉林梅河口经济开发
区经济发展局以梅开经字[2016]15号文件批准建设，资金来自
自筹，投标人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及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项
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投标人请
于2016年5月13日至2016年5月19日9:00时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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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14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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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

慧谷工业园孵化基地厂房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20160521-GC01-G

慧谷工业园孵化基地厂房建设项目已由吉林梅河口经济开
发区经济发展局以梅开经字[2016]14号文件批准建设，资金来
自自筹，投标人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
质及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投标人
请于 2016年5月13日至2016年5月19日9:00时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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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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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4450435 2016年5月13日

注销清算公告
长春市屹安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因经

营管理不善，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于2016
年5月6日停止经营，进入清算阶段，拟依法注
销，本公司清算组也于2016年5月6日成立，
请本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办理相关手续。

联系电话：13844000833
公司（清算组）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威尼斯花园会馆 222室
姓名：栾凤杰

注销清算公告
吉林省中晋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因经营管

理不善。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于2016年5
月6日停止经营，进入清算阶段，拟依法注销，
本公司清算组也于2016年5月6日成立，请本
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
算组申报债权、办理相关手续。

联系电话：15143015342
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春市朝阳区威尼斯

花园会馆 203室
姓名：孙毓蔓

无籍房公告
（申请人）秦志高办理坐落为蛟河市民主

街道建设路59-5（天合花园5号楼西裙房）1层
2门，用途为仓储，建筑面积47.31平方米的房
屋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自发布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提出，逾期视为放弃。我中心予以登记发
证。

蛟河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6年5月11日

注销公告
吉林省新吉象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注册

号：220381200124089）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本公司已成立清算小
组，清算组由马希江、张芮组成，马希江为清算组
组长，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公司清算组地址：公主岭市河南街正阳委，
联系人：马希江，电话：13504440057。

遗失声明
●公主岭市华生交电有限公司

八屋摩托车商店将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2203812300949）丢失，声

明作废。

●吉林省华生交电集团有限公

司豪爵摩托商店将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220381000001327）丢失，

声明作废。

●公主岭市闻特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将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丢

失 ， 登 记 号 ： 组 代 管

220381-05224-1，声明作废。

●吉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粮食工程专业石晶空白三方

协议丢失，编号：0193162412，声明

作废。

●胡小刚将二级建造师资格证

丢失，证号0009876，注册单位：吉林

省东信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吉222101108314，专业建筑工程，声

明作废。

●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镇社会

主义新农村饭店将发票专用章

（220323197708250448）丢失，声明

作废。

●王忠禹将焊工证丢失，证号

T220724199105164812，特此声明作

废。

●Mihaela Skultety Myer 将

护照丢失，护照号14054894，声明作

废。

●王艳姬将护士证副本丢失，

证件号96吉卫医证护字第400799，

声明作废。

● 杨 喜 发 将

220105196002022218 号 身 份 证 丢

失，声明作废。

● 陈 秀 英 ( 身 份 证 号 ：

220111197008223223)将建筑施工

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丢失，证号吉

A042016000194，操作类别：建筑起

重机械司机（S），声明作废。

●长春华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将公司财务章和信用机构代码证丢

失 ，信 用 机 构 代 码 证 号 ：

G10220102021327001，声明作废。

● 王 昆（ 身 份 证 号 为

22010219570203163X）将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声明作废。

●辽源市精益钟表眼镜有限责

任公司一分店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78682659A）丢失，声明作废。

●辽源市龙山区龙腾暖通安装处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220402600001336）丢失，声明作废。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65370部队营区整修、附属配套工程；
项目地点：吉林省长春市；
招标规模：共二个标段，一标段营房整修面积8097平方米；

二标段新建道路、排水、消防设施、围墙等；
合同估价：一标段约536万元，二标段约420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2016年5月20日17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吉林省建设信息网http://zb.jijsw.gov.

cn查询。
联系人：刘广涛 电话：15304454578 0431-86945453

白 荧 电话：13504452982 0431-86945450
65370部队

2016年5月12日

注销清算公告
长春市中堪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因经

营管理不善，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于2016
年5月6日停止经营，进入清算阶段，拟依法注
销，本公司清算组也于2016年5月6日成立，
请本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办理相关手续。

联系电话：15143015342
公司（清算组）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威尼斯花园会馆2楼220室
姓名：孙毓蔓

注销清算公告
长春市中盛达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因

经营管理不善，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于
2016年5月6日停止经营，进入清算阶段，拟依
法注销，本公司清算组也于2016年5月6日成
立，请本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办理相关手续。

联系电话：13844000833
公司（清算组）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威尼斯花园会馆225室
姓名：栾凤杰

注销清算公告
长春市众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因经营管

理不善，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于2016年5月
6日停止经营，进入清算阶段，拟依法注销，本公
司清算组也于2016年5月6日成立，请本公司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
申报债权、办理相关手续。

联系电话：15143015342
公司（清算组）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威尼斯花园会馆2楼216室
姓名：孙毓蔓

注销清算公告
长春市尊隅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因经

营管理不善，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于2016
年5月6日停止经营，进入清算阶段，拟依法注
销，本公司清算组也于2016年5月6日成立，
请本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办理相关手续。

联系电话：15143015342
公司（清算组）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威尼斯花园会馆2楼221室
姓名：孙毓蔓

声明作废
张小莉将坐落于蛟河市民主街贵都花园4

号楼2-401土地使用证，用地性质为国有，用途
为住宅，分摊用地面积为13.90平方米，现声明
作废。

公 告
张小莉将坐落于蛟河市民主街贵都花园4

号楼2-401土地使用证，用地性质为国有，用途
为住宅，分摊用地面积为13.90平方米，已声明
作废。

与此相关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蛟河市国土资源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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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蛟河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5月12日

注销清算公告
长春市旭德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因经营管

理不善，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于2016年5月
6日停止经营，进入清算阶段，拟依法注销，本公
司清算组也于2016年5月6日成立，请本公司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
申报债权、办理相关手续。

联系电话：15143015342
公司（清算组）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威尼斯花园会馆2楼217室
姓名：孙毓蔓

注销清算公告
长春市霖翰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因经

营管理不善，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于2016
年5月6日停止经营，进入清算阶段，拟依法注
销，本公司清算组也于2016年5月6日成立，
请本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办理相关手续。

联系电话：13844000833
公司（清算组）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威尼斯花园会2楼219室
姓名：栾凤杰

招 标 公 告
工程名称：靖宇县八宝栏子河防洪工程（八宝栏河大桥～小

火车站桥段右岸堤防）。投标人须具备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贰级以上（含贰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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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意

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5月23日至2016年5月27日到吉林省

水利厅网站项目信息公开专栏自行下载。投标截止时间为2016

年6月15日上午9：00时。招标代理机构：中资国际招标有限责

任公司联系人:王若冰联系电话：0431-87888828

遗失声明
房屋所有权人李丙富，将坐落在磐石市朝

阳山镇大安村烧锅屯，结构：土草，建筑面积：48
平方米，所有权证号：7-4-02的房屋所有权证
遗失，现声明作废。

申请人：李丙富
2016年5月12日

更 正
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独立工矿区主干道

路红旗大街、胜利路、广场路道路改造工程符合
要求的投标申请人请于2016年5月18日前到
吉林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报名、缴费并下载招标
文件。详细内容见吉林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吉
林市建设信息网、吉林省建设信息网、吉林省建
设项目招标网。招标代理机构：长春高建招标
有限公司姚萍0431-85832429

更 正
磐石市红旗岭独立工矿区供热节能改造

建设工程符合要求的投标申请人请于2016年
5月18日前到吉林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报名、缴
费并下载招标文件。详细内容见吉林市公共
资源交易网、吉林市建设信息网、吉林省建设
信息网、吉林省建设项目招标网。招标代理
机 构 ：长 春 高 建 招 标 有 限 公 司 姚 萍
0431-85832429

日前，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部推拿科脏腑病疗区第三次中医

养生公益讲座如期举办，主题为运用八段锦、太极拳纠正膝关节疼痛。

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矫俊东医生边讲解边纠正一些错误动作，使大家受

益匪浅。 本报记者 郑丽颖 通讯员 赵晋莹 摄

5月11日，东辽卫生计生系统纪念“5·12”国际护士节暨30年护龄人员表彰大会在县文体中

心举行，通过奉献、开拓和奋斗三个篇章，展示了护理工作者爱岗敬业、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弘

扬了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图为县医院医护人员自编自演情景剧《医者仁心》。

本报记者 隋二龙 通讯员 王震 摄

本报讯（林丽）5月6日，通化市“文化扶贫奔小康”文

艺演出暨市文联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柳河县圣

水镇大堡子村举行。市文联向大堡子村捐献了图书，并

组织协调市戏曲曲艺家协会、市广播电视艺术家协会和

市歌舞剧院,倾情奉献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倡导“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的理念，通化市文联

开展了文化扶贫志愿服务活动,通过文艺志愿服务方式，

推动扶贫工作深入开展。他们以物质脱贫先从精神脱贫

着手，结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组建文

艺志愿服务队，采取集中或单独的方式，选择了11个贫

困村作为重点扶贫对象，从精神鼓舞、文化发展、产业促

进、资源整合等方面，广泛开展慰问演出、文艺支教、辅导

培训等内容丰富的扶贫志愿服务活动，探索文艺精准扶

贫新模式、新方法，不断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

文化扶贫进山村

本报讯（赵春华）5月11日，靖宇县残联筹措资金，在

理事长王志祥的带领下，为靖宇县双语学校26名残疾儿

童购买、捐赠了书包、笔、本等学习用品。

此次捐赠活动仅仅是靖宇县残联救助贫困残疾儿童

的一个方面。据了解，靖宇县共有0至12岁残疾儿童120

人，绝大部分得到救助和康复。“十二五”期间，靖宇县一直

将开展贫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作为重点工作，并得到社会

各界积极响应。2016年靖宇开展的贫困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活动，将主要救助0至6周岁听障、语障、脑瘫、智障、自

闭症、低视力残疾儿童以及有辅助需求的残疾儿童等。

关爱孤残儿童

本报讯（王国帅 王江灏）梅河口市公安局

动用全局力量，着力打好脱贫攻坚战，目前91

名民警已与小杨乡、水道镇、杏岭乡200户贫困

户实现无缝对接，因户施策、结对帮扶活动正有

序进行。

此前，班子成员已带领民警开展了精准摸

底工作，核实了贫困人口的基本信息，做到了贫

困人口底数清、致贫问题清、脱贫对策清、帮扶

责任清。同时建档立卡，分别确定91名党员干

部、民警进行挂牌扶持。按照“因人而异、一户

一策、一户一法”的思路，积极为贫困户“把脉问

诊”，帮助制定规划、发展产业、完善保障、改善

居住条件，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和兜底

扶贫，让200户贫困户感受到党的温暖。

因户施策 结对帮扶 本报讯（金伟）近日，“吉林好人标兵”国网吉林市城

郊供电分公司员工郭伟驱车前往昌邑区九站街新立村

二社，专程看望了九站供电所农民合同工王景春，并为

他送去了1000元慰问金。

几年前，王景春家连遭不幸，老伴和儿子先后患脑血栓

和尿毒症，病贫交加给这一家人的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前段时间，吉林供电公司工会发起了向困难职工献爱心活

动，王景春幸运地得到了大家的捐助。而曾经担任过九站供

电所所长的郭伟却因当时公出在外错过了捐助的机会。“献

爱心可以有先后，但不能缺位！”得知此事后他如是说。

献 爱 心 不 缺 位

本报讯（李春明）5月2日上午，通化市东昌公安分局

组织多警种300余名民警，深入到市区广场、大型商场、

社区和学校，开展“互联网+公安”宣传活动。

在现场，民警一边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单、宣传手

册，一边讲解“互联网+公安”的功能和作用，解答群众提

出的问题，指导群众扫描二维码，演示网上办理户口、身

份证等操作方法。同时号召大家通过微信朋友圈引导好

友关注并加入“互联网+公安”综合服务平台，让更多市民

充分认识到这个综合服务平台开通的意义和使用功能，

尽早体验公安机关提供的便捷服务。

民警推介新平台

一排排整齐的水泥基础桩，一座座坚固的

菌棚骨架，数十名工人正在紧张施工。眼前这

忙碌的景象来自吉林市丰满区旺起镇四方村

的吊袋木耳培育基地。

原来，在脱贫攻坚战中，吉林市公安局负

责包保帮扶四方村村集体及贫困户脱贫工

作。为此，公安局扶贫工作组多次入村调研座

谈，决定把发展吊袋木耳培育作为村集体经济

增收渠道，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转移富余劳

动力作为惠民工程，实施差别化脱贫、精准化

脱贫。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吉林

市公安局扶贫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刘冰说，吊袋

木耳培育基地由吉林市公安局出资110万元，

建设占地2万平方米、10栋吊袋木耳菌棚及相

关配套设施，预计年实现利润24万元，这样能

实现稳定的收入，做到精准、持续、长久扶贫。

如今吊袋木耳培育基地的建设已经成为

四方村村民们关注的重点，他们迫不及待地

希望基地赶快建成。其实，吊袋木耳培育基

地的建设只是吉林市公安局开展精准扶贫

的一部分，扶贫攻坚战开展以来，工作组先

后多次深入四方村，对 42户贫困户逐家登

门走访调研，精准分析致贫原因，落实差异

化帮扶措施。 通过走访调研，工作组了解

到村民养鸡、养牛、种果树、打零工、开出租

车等具体想法后，积极寻找各方渠道，尽量

满足村民的愿望。

工作组还计划利用贫困户家庭房前屋后

用地种植蔬菜，由农业技术专家团每月深入该

村进行技术指导，由市公安局食堂每周集中收

购，保证贫困户家庭稳定增收。

四方村有望了
本报记者 马贺 通讯员 王宇航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本报讯（吉哲）近日，国网前郭县供电公

司团支部开展了“弘扬五四精神 凝聚青春

力量”主题实践活动。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该公司团支部通

过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提供便民服务等志愿

活动，展现了电力青年服务社会、奉献社会

的精神面貌。他们既是奉献者又是受益者，

在给别人送去温暖的同时，也让自己收获了

感动和快乐。团队游戏训练汇聚青春力量，

象棋、跳棋、扑克等游戏活动，让大家在轻松

和谐的氛围中尽情展现自我。通过开展系

列活动，增进了团员青年之间的沟通与交

流，激发了热爱岗位、奉献社会的热情，提升

了团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志愿服务展青春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