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沈阳鼎辉惠众投资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公主岭分公司将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20381MA0Y59GW3C，声明作废。

●吉林省万喜建筑安装有限公
司将吉林省万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清泉• 旺第临时税务登记证正
副 本 丢 失 ， 税 号 为 ：
22031919650330082881，声明作废。

● 孟 祥 棋 将
220102195504064617号身份证丢失，
声明作废。

●杨纯柢将2201030412001159
号失业证丢失，特此声明。

● 杨 利 兵 将
410922198911144911 号 身 份 证 、
6216210012621045522 号军人保障
卡丢失，声明作废。

●郭靖将编号为吉建安B（2012）
0000894的安全员B证丢失，声明作废。

●张千默将注册编号为吉

222070701508（00）的二级建造师执业
印章壹枚丢失，声明作废。

●史春红将吉林昌泰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开据的房款及税费
的收据（票号：8203428、8203433、
8203434三张）丢失，声明作废。

●金三川将警官证丢失，证件编
号吉字第063812，声明作废。

●孙彪将警官证丢失，证件编号
吉字第062909，声明作废。

●李龙熙遗失一级保健卡一张，
声明作废。

● 张 倩 （ 身 份 证 号
232303198801216829）购买恒大名都2
栋住房，首期付款收据编号2005114，金
额 231930 元；首期付款收据编号
2005113，金额54452元；首期付款收据
编号2005179，金额10000元以及物业
维修基金收据编号5113，金额18811.25
元，以上收据丢失，声明作废。

●磐石市冯莹莹将护士执业证书
丢失，证号：201522001225，声明作废。

●吉林省松苑宾馆商品部财务
章、法人章遗失，声明作废。

招 标 公 告
招标编号：BRR16-JL-ZB-02
本招标项目为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区工程乾安灌片监理服

务项目【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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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资金来自中央资金。现对该
工程施工监理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一、招标工程概况。本
次施工监理服务招标共分五个标段：第一标段：吉林省哈达山松
原灌区工程乾安灌片监理服务项目【2016】；招标编号：
BRR16-JL-ZB-02（01），工程内容：安字干渠（0+834m~~15+306m）
及其上建筑物、龙海一排干（乾安境内桩号26+046m~~37+494m）、
龙海二排干（乾安境内27+040m~~32+627m）及其上建筑物工程施
工监理。第二标段：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区工程乾安灌片监理
服务项目【2016】；招标编号：BRR16-JL-ZB-02（02），工程内容：安
字干渠（15+306m~~35+162m）及其上建筑物，外加截流沟3、截流
沟4a及其上建筑物，安字干渠（35+162m~~50+652m）及其上建筑
物，外加截流沟4b、截流沟5a、截流沟5b及其上建筑物，安字干
渠（50+652m~~72+703m）及其上建筑物，外加截流沟6a、截流沟
6b、截流沟7及其上建筑物工程施工监理。第三标段：吉林省哈
达山松原灌区工程乾安灌片监理服务项目【2016】；招标编号：
BRR16-JL-ZB-02（03），工程内容：安字泵站土建及安装工程施工
监理。第四标段：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区工程乾安灌片监理服
务项目【2016】；招标编号：BRR16-JL-ZB-02（04），工程内容：乾安
灌片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第五标段：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
区 工 程 乾 安 灌 片 监 理 服 务 项 目【2016】；招 标 编 号 ：
BRR16-JL-ZB-02（05），工程内容：乾安灌片环境保护工程施工监
理。监理服务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
止。二、资格审查条件。1、第一至第三标段：投标人必须具备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甲级资质，近五
年具有同类或类似工程监理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
具有承担本工程的监理能力；总监理工程师须具有水利部颁发
的水工建筑专业总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具有类似工程监理经
验；第四标段：投标人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核发的水土
保持施工监理甲级资质的独立法人单位，近五年具有同类或类
似工程监理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工程
的监理能力；第五标段投标人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核
发的水利工程建设环境保护监理专业资质的独立法人单位；近
五年具有同类或类似工程监理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
面具有承担本工程的监理能力。2、财务状况良好，有良好的履
约信誉；3、吉林省行政区域外的监理单位参加投标，需到吉林省
水利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备案，持已备案的证明材料方可参加
投标。4、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三、招标文件的发售。1、招标文件
在吉林省政务大厅四楼出售（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发
售时间为(北京时间、下同)2016年8月8日至为2016年8月12日
（早8：30时至晚4：00时，节假日休息）。2、购买招标文件要凭本
人身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省外监理企
业备案证明（外省投标人需提供：总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等上述
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和企业法人签名真迹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购买。3、招标文件售价为（人民币）（大写）贰仟元（2000.00元），
售后不退。四、开标时间及地点。1、本工程招标定于2016年8
月29日上午9: 00 时在吉林省政务大厅四楼开标室公开开标。
2、接受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8月29 日上午9:00时，请
在此时间前送达吉林省政务大厅四楼开标室，在此时间后送达
的投标文件将不再被接受。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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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报》同时发布。招标人：
松原灌区乾安工程建设管理指挥部办公室，联系人：米春峰，联
系电话：0438-8710012。招标代理机构：北京江河润泽工程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联系人：李巍，联系电话：0431-89623417。2016
年7月29日

长春市规划局公告
我局拟对位于朝阳区桂林单元工农大路以东、四六一医

院以南地块控规调整，用地性质由B1商业用地调整为A6社区
福利用地，容积率、建筑退线等结合方案合理确定。按照相关
法定程序要求，经市规委会专委会论证通过，现进行面向社会
公示程序。现场公告牌位置为工农大路2508号，网上公示地
址为长春市规划网（www.ccghj.gov.cn）。项目周边利害相关
人如有意见和建议，请按现场公告牌和网上公示所提供的方
式向我局反馈。

长春市规划局

招 标 公 告
招标编号：JLZX2016-148 1. 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2016年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梅河口市海龙灌区改造项目已由吉林省水
利厅以吉水技[2016]488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中央财政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招标人为梅河口市海龙灌区现代农业项目
建设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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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本次
招标共一个标段。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项目名称：2016年现代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梅河口市海龙灌区改造项目；招标内容：衬砌渠
道8条，总长15.068公里，配套、改造建筑物159座。计划工期：
2016年9月10日至2017年5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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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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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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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8日至2016年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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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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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
30日下午13:00时，地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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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jlssljsxx.com》、《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吉林
日报》上发布。7. 联系方式：招标人：梅河口市海龙灌区现代农业
项目建设办公室 联系 人：韩先生 联系电话：13894524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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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431-89235507

长春市双阳区水泥路3.855公里，农桥3座投标邀请函
招标编号：JLSY-2015G-NCB002
中国政府已从亚洲开发银行获得一笔贷款，用于支付农业

综合开发项目的费用，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受长春市双阳区
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现邀请合格的且有资格的
投标人递交密封的投标文件：工程的施工期为3个月。有兴趣的
合格投标人于2016年7月29日至2016年8月27日10：00查阅招
标文件。投标人的资格要求：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安全
生产许可证，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拟
派项目经理应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
格，在过去3年里，合同金额不得低于280万元人员币，近3年年
均营业额不低于875万元。具有用于本合同的流动资金或信贷
资金不少350万元人民币，合格投标人将购买招标文件的申请递
交到本投标邀请函列明的地址，招标文件费人民币800元/份，所
有投标文件应于2016年9月5日上午9：00之前递交到本投标邀
请函列明的地址。开标时间为2016年9月5日上午9：00。本次
招标公告同时在《吉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省公共资
源信息网、吉林省建设项目招标网上发布。招标文件查阅和购
买地址：吉林省政务大厅4楼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窗口，投标
文件递交和开标地址：吉林省政务大厅四楼开标室；刘大庆
0431-85832429-803

和龙市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八家子镇育苗大棚5栋、
日光蔬菜大棚2栋及青贮设施1座项目投标邀请函

招标编号：JLHL-2015G-NCB003
中国政府已从亚洲开发银行获得一笔贷款，用于支付农业

综合开发项目的费用，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受和龙市农业综
合开发办公室亚行项目领导小组的委托现邀请所有合格有资质
的投标人对施工进行密封投标：施工工期为合同签订后2个月。
合格投标人于2016年7月29日至2016年8月27日查阅招标文
件。投标人的资格要求：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安全生产
许可证，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拟派项目经
理应具备相关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在过去3年里合
同金额不得低于59万元人员币，近3年年均营业额不低于182万
元。具有用于本合同的流动资金或信贷资金不少109万元人民
币，合格投标人可将购买招标文件的申请递交到本投标邀请函
列明的地址，并支付人民币300元，的招标文件费。所有投标文
件应于2016年9月6日上午9：00之前递交到本投标邀请函列明
的地址。开标时间为2016年9月6日上午9:00。本次招标公告
同时在《吉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省公共资源信息
网、吉林省建设项目招标网上发布。招标文件查阅和购买地址：
吉林省政务大厅4楼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窗口，投标文件递交
和开标地址：吉林省政务大厅四楼开标室；刘大庆85832429-803

招标公告
JLHF[2016]-7-6BSTJ、JL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农业综合开发2016年红土崖镇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招标人为白山市浑江区农业综合
开发办公室，资金来源财政资金。本次招标要求施工标段投标人
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拟派的项目经
理须具备水利水电专业二级或以上资格；监理标段投标人须是具
备水利水电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拟派总监理工程师1人需
具备国家注册总监理工程师资格。报名时间：2016年7月29日至
8月4日，每日8：30至16：00。开标时间：2016年8月19日9:00，地
点：省政务大厅四楼。代理公司：吉林省华发招标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联 系 人及电话：张工 0431-88520058。

注销清算公告
辽源市洪鑫出租车有限公司拟向辽源市

龙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由郭晓晨、张玉华、刘玉珍组成，郭晓晨任组
长。请本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清算组申请债权，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
告。

清算组地址：辽源市龙山区工农乡经济贸
易办公室楼内

联系人：郭晓晨
电话：0437-3291102

辽源市洪鑫出租车有限公司

更 正
李艳满在磐石市河南街北亚新村6号

楼-352有一住宅，面积77.55平方米，所有权
证号0015012009200028019，于2016年6月
18日在吉林日报登报声明作废，吉林日报将北
亚新村6号楼误登为北亚新村68楼，特此更正。

招 标 公 告
招标编号：JLXR-GC2016-044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吉

林省大江大河水文监测系统建设工程（一期）2016年度辽源分局
土建工程已由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吉发改审批【2015】3号
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吉林省水文水资源局辽源分局，招标代
理机构为吉林省星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为省级财政补
助资金。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工程概况与招标内容。本项目位于辽源市境内。招标内容：测
验河段基础设施、水位观测设施、临时工程、泉太站改造房、辽源站
业务用房等。计划工期:2016年9月8日至2016年1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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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五年承担过类似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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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至2016年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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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http://www.
jlssljsxx.com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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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截止
时间，下同）为2016年8月29日上午9：00时，地点为吉林省人民政
府政务大厅四楼开标室（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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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www.jlssljsxx.com、《吉林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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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布。招标人：吉林省水
文水资源局辽源分局，联系人：刘景文，联系电话：0437-3517977。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星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联系人：田润，联系
电话：0431-81682210。

2016年吉林市昌邑区土城子灌区农田水利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ZJZB201607S01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2016年吉林

市昌邑区土城子灌区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已由吉林市水利局以吉市
水发[2016]144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源为2016年中央级农
田水利设施补助资金.招标人为吉林市昌邑区农村水利项目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为吉林市正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项
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2.工程概况与
招标内容2.1工程地点;吉林市昌邑区2.2工程概况;土城子灌区8
支渠衬砌,总长0.855km,桩号0+317至1+172m.2.3招标范围;工程
量清单及图纸范围内的工程施工.2.4计划工期;2016年9月20
日-2016年11月20日2.5质量要求;符合国家现行水利水电工程质
量验收统一标准.3.投标人资格要求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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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必须在吉林省水利厅备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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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和水利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技术负责人
必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中级以上（含中级）职称,项目经理和技
术负责必须经省水利厅网上备案；4.投标人在近五年内承担过类似
工程并且质量合格（含合格）以上；5.良好的财务状况及商业信誉；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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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外省施工企业需持省建设厅核准的外进施工队伍投标备
案通知单.4.招标文件的获取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8
月8日至2016年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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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lss-
ljs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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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6年8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地点为吉林市解放西路16号政务
服务中心七楼开标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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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招
标人不组织踏勘现场,不召开投标预备会.7.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
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jlssljsxx.com、
吉林省建设信息网、吉林日报上发布.8.联系方式招标人;吉林市昌
邑区农村水利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址;吉林市昌邑区中兴街
105号;杨常辉;0432-62755151招标代理机构;吉林市正基工程管
理有限公司地址;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86号（创业园）C座6楼608
室;纪振兴;0432-68192455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经省工商局核准登记，东北亚国际
金融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吉林金控”，英文名称为“JiLin Finan-
cial Holding Group Co.,Ltd”。

1.自2016年8月1日起，我公司正式启用新名称“吉林省
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更名后，我公司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开户行账号、
联系电话、传真均不变。为了确保资金安全，请于汇款或开据
发票前与公司相关部门电话确认。

3.公司名称变更不影响我公司原有权利和义务。原资产、
债权债务及对外签订的合同、合作协议等法律文书，均继续有
效。

特此公告。
东北亚国际金融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7月28日

东北亚国际金融投资集团更名公告

招 标 公 告
招标编号：FGJL-DLG2016012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农

安县伊通河重点段治理工程东好来宝村至靠山大桥段（一期）已由
吉林省水利厅以吉水技[2016]66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农
安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招标代理机构为北京泛华国金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为中央基建投资资金。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2、工程概况与招标内容。本
工程位于伊通河左岸，农安县境内。招标内容：伊通河干流堤防加
固20.877km，处理堤防险工段4处，治理长度4.426km，加培回水
堤支沟 2 条，回水堤加固 7.163km，新建堤顶泥结碎石路面
45.648km，其中：上堤路5条13.890km。错车道85处，治理堤防险
段4处，长度4.426km，拆除排水涵洞2座，拆除重建防洪桥1座。
计划工期：2016年9月10日至2016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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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五年承担过类似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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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至
2016年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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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http://www.jlssljsxx.
com网上项目信息公开专栏自行下载。4.2招标文件成本费为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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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截止时间，下同）
为2016年8月30日上午9：00时，地点为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大厅
四楼开标室（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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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
jlssljsxx.com、《吉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省公共资源
交易信息网、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上发布。招标人：农安县水利工程
建设管理处，联系人：刘玉党，联系电话：0431-83262851。招标代
理机构：北京泛华国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联系人：赵冰，联系电
话：0431-89859616。

遗失声明
房屋所有人王广文，将坐落在磐石市东宁

街白玉综合楼一门市4，结构：混合，建筑面积：
187.48 平 方 米 ，所 有 权 证 号 ：
0020001000600030426的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现声明作废。

申请人：王广文
2016年7月27日

声明作废
产 权 人 尹 宝 海 ， 身 份 证

220622196301230010号，房屋坐落于靖宇县
靖宇大街，面积67.60平方米，砖混结构，产权
证号00007693，房屋产权证丢失，声明作废。

补发公告
靖宇县房地产管理中心对上述房屋补发事

项予以公告，公告期30天，公告期满无异议，将
予以补发。

靖宇县房地产管理中心
2016年7月28日

无籍房公告
（申请人）王淑兰办理坐落为蛟河市民主

街道建设路5（人民医院家属楼）1层4门，用途
为商业，建筑面积7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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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

无籍房公告
（申请人）崔顺花办理坐落为蛟河市民主

街道建设路5（人民医院家属楼）3单元301室，
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9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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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

无籍房公告
（申请人）李宝臣办理坐落为蛟河市民主

街道建设路5（人民医院家属楼）4单元502室，
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7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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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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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不断开创吉林更加灿烂美好的未来。

巴音朝鲁说，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央实施振兴东北战略以来，吉林

各项事业快速发展，老工业基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

活力。去年7月和4月，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分别来吉林考察

指导工作，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吉林的关心和厚爱。特别是

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讲话，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脉问诊，量体裁

衣，为吉林全面振兴增添了无穷动力。希望广大吉商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的殷切嘱托，把目光聚焦吉林，积极献身振兴发展大业；把创新

创业作为永恒追求，不断开创事业新辉煌；把“亲”“清”要求作为根本

坚守，作守法诚信经营的践行者；把乡愁乡恋牢记心间，始终与家乡

血脉相连。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重商、亲商、爱商理念，竭诚为

吉商提供最优的营商环境、最好的服务保障，与大家共同把吉林建设

好、发展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家乡人民的新业绩。

开幕式上，巴音朝鲁为吉商联合会授牌。吉商联合会主席、海王

集团董事长张思民宣读“吉商宣言”。吉商代表鞠莉、葛坚、修涞贵先

后发言。

全球吉商杰出代表；海外华侨领袖代表；国内外知名企业家和专

家学者代表；兄弟省（区、市）代表；吉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

省政协有关领导，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以及有关部门、各

市（州）、长白山开发区、各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等1000余人参加

开幕式。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记者陈

菲 罗沙）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近日正式印发了《保护司法人员依法

履行法定职责规定》。规定共二十七条，

细化了司法人员各类权益保障机制、拓

展了司法职业保障范围，是首个全面加

强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职保护的纲领性

文件。

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重

点改革任务。《规定》的出台，对于全面

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司法体制

改革，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审判权，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长期以来，权益保障机制不健全是

妨碍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重

要障碍。《规定》以立足执法实际，明确

部门分工，注重问题导向和可操作性。

强调对采取不实举报、诬告陷害、利用

信息网络等方式侮辱诽谤法官、泄露法

官个人信息的，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

任。对威胁和暴力伤害法官的行为，明

确了公安机关快速出警、果断处置的义

务。

在规范责任追究方面，《规定》强调

准确追责与必要保护相统一，从三个方

面作了规定。一是确立了错案责任追究

的标准。明确追究错案责任以故意违反

法律、法规或者有重大过失导致错案并

造成严重后果的为限，并对执法各环节

中法官、检察官履行法定职责应当承担

责任的情形进行了区分界定，防止不当

担责，以解除法官检察官的后顾之忧。

二是规范责任追究的程序。首次确立了

非经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不受

错案责任追究的原则。三是建立了不实

举报的澄清、善后机制。

为全面做好司法职业保障工作，

《规定》将依法履职保障对象从法官延

伸到包括司法辅助人员在内的所有承

担办案职责的司法人员，将人身、财产

权益保护对象从司法人员延伸至司法

人员的近亲属，将依法履职保障空间从

法庭延伸至法院和工作时间之外，确保

司法人员安全履职、免受滋扰。

此外，《规定》还对如何考核法官、

检察官办案质量，评价工作业绩作出规

定，要求不得超出其法定职责与职业伦

理的要求，防止法官既被案件“牵着

走”，又被考核“压着走”。

《规定》自2016年 7月 21日起施

行。

两办发布首个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职规定

从迫使跨国公司长期垄断产品退

出我国市场的基因工程药，到我国第

一颗自主研发的商用高分辨率遥感卫

星，在包括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应化所

和吉林大学等在内的168户研发机构

支持下，长春高新区正在以智力助力

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

长春中科应化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是一家年销售收入1000多万元的小企

业。但这家小企业正在与中国科学院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合作，攻克环保

领域的“世界性难题”——研发可完全

降解的塑料泡沫。“目前这一项目正在

中试阶段，产品会先用于缓冲包装。”

中科应化总经理王海波对新华社记者

说，这种塑料泡沫经过3-6个月“堆肥”

处理就可以完全降解。

在长春高新区，像中科应化这样

的企业随处可见。长春高新区是科技

部批准建设的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

科教资源优势明显。这里拥有中科院

长春分院、中科院光机所、中科院应化

所、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等国家科研院所和吉林大学等重点

高等院校。全区设有国家级工程实验

室3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1个、省部级重点

实验室50个。

作为吉林省科教资源、研发机构

最为集中的区域，长春高新区内高新

技术企业占比超过50%，高新技术产品

产值占比也超过50%。依托强大的科

教研发资源，一大批填补国内空白的

高科技产品在这里诞生。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金赛药业

坐落于长春高新区，海归博士金磊带

领团队通过重组DNA技术制造人生长

激素，可以让矮小儿童每年长高8-10

厘米，迫使跨国公司长期垄断产品退

出我国市场。“我国有六家生物制品研

究所，长春就有一家。”金磊说，创新离

不开产业基础。

科技成果要与市场对接才能产业

化。为此，早在1991年长春高新区就

成立了长春科技创业服务中心，这是

吉林省最早的企业孵化器之一。服务

中心通过为新创办的中小企业提供物

理空间和服务支持，降低创业者的创

业风险和成本，提高创业成功率，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

随着新一轮东北振兴带来更为迫

切的经济转型升级需求，推进科技成

果产业化的步伐也需加快。2009年，

长春高新区又联合驻长“一院四所四

校”组成“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占

地7平方公里、总投资172亿元的长东

北科技创新中心。

目前，长东北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有长春北湖科技园、吉林省光电子科

技创新基地、吉林省化工新材料科技

创新基地等五个产业孵化基地，入驻

企业享受资本、技术、创业辅导等全

链条服务。长春北湖科技园总经理

喻专介绍说，目前入驻园区的企业和

研发团队已达到120家，科技园初具

规模。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长春高

新区还积极搭建国际合作创新平

台。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

等单位合建中俄科技园，拥有 8 个

国际联合实验室，承担中俄政府间

重大科技合作项目；与白俄罗斯国

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共建的中白

科技园，是国内对白俄罗斯科技合

作的最大平台。

强大的科教资源为长春高新区内

企业发展带来充足后劲。占地20余万

平方米、位于长春高新区长东北核心

区的航天信息产业园项目已开工建

设，庞大的航天信息产业链条正在布

局。长春市计划在 2030 年左右，有

138颗卫星在轨，形成全天时、全天候、

全谱段数据获取和全球任意点10分钟

以内重访能力。

去年10月，“吉林一号”商业卫星

发射升空，可用于土地测绘、城市交通

信息等领域的小卫星将为我国航天信

息产业带来变革。这是我国第一颗自

主研发的商用高分辨率遥感卫星、“星

载一体化”商用卫星、米级高清动态视

频卫星。

作为中国科学院“璀璨行动”项目

成果的承接、中试、产业化基地，坐落

于长春高新区的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今年的销售收入预计将同比翻

番。总经理王瑞光对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他说：“先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不

仅给企业带来生机，更将助力我国占

领国际高科技产业高地。”

（新华社长春7月28日电）

长春高新区：以智力助力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
新华社记者 姚是 新华社华盛顿7月27日电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7日宣布将联

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25%至0.5%不变，同时表示美国经济增长的近

期风险降低。这是今年以来美联储连续第五次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

变，与此前市场预期相符。

美联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

《指导意见》共分5章15条，从明确出租汽车行业定位、深化巡游

车改革、规范发展网约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等方

面，全面提出了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指导意见》要求，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政府引导作用，抓

住实施“互联网＋”行动的有利时机，按照“乘客为本、改革创新、

统筹兼顾、依法规范、属地管理”的基本原则，构建多样化、差异化

出行服务体系，推进新老业态融合发展，切实提升服务水平和监

管能力，促进出租汽车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

出行需求。

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指导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