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账户 本金余额

抚松县参业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抚松参业股份有限公司

抚松县万良山区农机化示范区经营公司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金华乡第一联办参场

抚松县中药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抚松参业股份有限公司

抚松县万良农机站

1,000,000.00

1,360,000.00

2,234,000.00

5,040,000.00

借款人名称 本金余额担保人名称、账户

孙斌

吕钢

宋昊业

张晶

宋军

侯春明

郑玉国

王成

张鹏

韩娜

李兵

夏颖

张洪美

葛兴巍

463758000761xxxx

463758000761xxxx

625997003949xxxx

625997003949xxxx

463758000842xxxx

463758000729xxxx

519413001524xxxx

622837014092xxxx

519413001540xxxx

519413001512xxxx

625996007620xxxx

625996018781xxxx

404117005742xxxx

544243000190xxxx

129,215.72

103,759.57

653.26

30,916.42

22,650.32

66,952.06

4,106.28

95,812.09

350,297.46

13,864.56

6,617.67

25,782.41

3,130.17

14,180.38

借款人名称 本金余额担保人名称、账户

赵世涛

单晓东

唐崇隆

王淑梅

于成祥

松昌有

高玉财

张群

肖廷丽

王栋

李凯

高鹏飞

郑云清

杨波

625996011824xxxx

463758000536xxxx

463758000735xxxx

520083001983xxxx

625336000526xxxx

463758000746xxxx

519413000802xxxx

463758000698xxxx

463758000756xxxx

622837014095xxxx

463758000523xxxx

625996008144xxxx

625996007965xxxx

463758000761xxxx

2,666.38

52,721.52

157,728.19

2,987.52

3,679.97

106,936.54

20,946.94

151,354.59

110,926.45

51,584.66

125,839.39

6,462.71

2,713.25

147,896.19

借款人名称 本金余额担保人名称、账户

武丽仙

杨勇

陈晓军

王佳晶

孙凤祥

李晓峰

李丽

李友忠

孙杰

王芝兰

藏俊翔

戚纯鸣

刘殿忠

王姣

625996008873xxxx

622837011852xxxx

622836007359xxxx

625996019908xxxx

463758000412xxxx

625818003004xxxx

463758000727xxxx

463758000631xxxx

520083001123xxxx

463758000729xxxx

463758000388xxxx

622836007662xxxx

622837014003xxxx

520083002036xxxx

1,536.65

5,360.71

8,069.42

14,999.09

108,676.74

7,647.46

102,452.62

141,964.30

12,248.57

104,908.58

90,803.23

9,997.10

13,092.74

16,214.81

黄丹颖

曾亮

潘再杰

邹传良

李建钢

王连友

马骥骁

崔欢欢

邵璐明

纪晓亮

李波

赵玉艳

刘武江

王延成

625996007623xxxx

625996005767xxxx

625996011683xxxx

625996007986xxxx

463758000690xxxx

463758000763xxxx

520083001650xxxx

622837010253xxxx

622837012458xxxx

625996002965xxxx

625996003935xxxx

625996004060xxxx

625998000422xxxx

625996011683xxxx

75,178.55

3,901.11

4,522.55

6,010.47

135,706.78

356,532.83

8,340.65

7,809.46

7,071.47

5,255.23

6,848.06

7,968.72

22,054.53

266.26

借款人名称 本金余额担保人名称、账户

汤志宇

陈希望

张舒涵

刘乃华

于涛

车有军

孔庆祥

孙继苗

姜玉洁

姜聪

郑太月

杨光

郝建秀

宋永亮

622836007095xxxx

625996002035xxxx

625996002402xxxx

625996007766xxxx

625996008182xxxx

463758000791xxxx

463758000735xxxx

520083001036xxxx

520083001150xxxx

622836006910xxxx

622837011455xxxx

625996003017xxxx

520083001036xxxx

520083001042xxxx

15,074.95

648.52

750.26

12,884.88

7,163.99

52,669.96

102,018.32

6,749.14

11,477.84

600.07

2,757.95

4,983.51

17,250.76

7,307.93

借款人名称 本金余额担保人名称、账户

时守勇

张勇

马世东

陈晶

张淑芳

陈钟炜

曾亮

樊蓄

王志山

王桂芹

唐晓巍

杨泽平

关云峰

杨晓强

622836004802xxxx

625996007272xxxx

625996003187xxxx

463758000761xxxx

622836005220xxxx

622836010306xxxx

544243000119xxxx

622837013184xxxx

463758000688xxxx

463758000776xxxx

622836007695xxxx

625996006084xxxx

520083001134xxxx

625996003718xxxx

6,621.39

13,600.24

25,077.40

131,679.24

19,568.89

17,541.54

215.46

9,969.84

197,235.89

8,813.07

14,424.97

1,957.51

16,307.93

14,441.13

借款人名称 本金余额担保人名称、账户

袁帅

于哲

张正斌

姜春龙

陶伟

唱志刚

孙建忠

吴昊

车有军

谢璐

李国玉

唐恒强

李连发

班玉福

625996003269xxxx

404117004269xxxx

463758000612xxxx

463758000609xxxx

404117005847xxxx

463758000788xxxx

622836007535xxxx

622837009911xxxx

625996001712xxxx

625996000900xxxx

622837013352xxxx

463758000714xxxx

404117004317xxxx

520083001134xxxx

7,805.90

8,826.91

326,798.28

398397.25

9,266.64

149,654.59

30,096.70

4,421.31

17,414.23

2,507.40

2,022.52

94,586.16

12,085.37

3,143.32

借款人名称 本金余额担保人名称、账户

刘影

时晶

刘宝军

吕志刚

王贺

翟冠勇

邵志强

程德亮

许懿

张少勇

赵鑫

韩景玉

625996002823xxxx

625996008480xxxx

622836010306xxxx

625996011683xxxx

625996006008xxxx

625996011683xxxx

625996011683xxxx

625996011683xxxx

625996011683xxxx

625996011455xxxx

622836007756xxxx

520083001103xxxx

103,279.12

31434.99

33,892.70

10,998.21

50,020.95

5,628.66

12,373.13

20,125.89

28,392.91

2,603.38

15,878.44

11,788.82

借款人名称 本金余额担保人名称、账户

白山市八道江铁矿

临江市聚宝电站工程指挥部

临江市聚宝电站工程指挥部

抚松县参业有限责任公司

白山市大通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临江市六道沟国营林场

临江市花山国营林场

抚松县参业有限责任公司

7,634,000.00

21,437,824.00

10,000,000.00

4,100,000.00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账户 本金余额

靖宇县国营靖宇林场

靖宇县濛江乡大沙河村香菇种植场

靖宇县林业局营林中心

江源县粮油经营公司

靖宇县国营靖宇林场

靖宇县濛江乡大沙河村村民委员会

靖宇县国营靖宇林场

1,830,900.00

365,000.00

5,000,000.00

4,571,000.00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账户 本金余额

江源县电视广告公司
浑江市三岔子区财政局农业税征收管理科
白山市石棉瓦厂
石人镇自来水管理站
浑江市三岔子区朔料厂

江源县电视广告公司
江源区财政局
白山市石棉瓦厂
石人镇企业办公室
三岔子区朔料厂

138,260.00
90,000.00
797,000.00
16,000.00
25,000.00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账户 本金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山分行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政策规定，对下列逾期债务予以公告催收，请借款人和担保人立即向我行履行偿还欠款本息的义务（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注：清单仅列明截止 2017 年 10 月 20 日本金余额，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单

位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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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学伟）长春市南关区自强街道多措并举，

积极营造“人人都是软环境”氛围，街区面貌发生喜人变化。

软环境建设商家“说了算”。自强街道把软环境建设作为

重点工作进行谋划，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明察暗访等形式，

多层次、多维度、多角度开展软环境建设意见征集工作。

软环境改善商家“都了解”。借助省市区软环境宣传有利

契机，自强街道强化“人人都是软环境”的责任意识，积极开展

宣传，加强政企互动，维护政策落地。

软环境实施商家“上门干”。按照全区软环境工作相关要

求，自强街道召开了动员部署会，开展软环境建设宣传月、“人

人都是软环境”等主题演讲活动，主动开展软环境建设意见

征集，全面推进全街“一门式、一张网”服务平台建设，实现线

上线下良性互动、有机融合。

软环境推进全区“一起动”。为扩大软环境建设工作辐射

面，自强街道与区委、区政府、区软环境办公室等部门紧密结

合，构建工作联系制度，形成全区软环境建设“一起动”的工作

模式。

“人人都是软环境”
长春市自强街道街区面貌喜人

本报讯（记者王子阳）抚松交警大队结合实际，采取有力

措施，抓好校车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为师生出行撑起“保护

伞”。

排查安全隐患。他们对校车行驶路线进行了排查，并将

发现的问题通报相关部门，消除安全隐患。同时，深入各学

校、校车企业开展安全检查，杜绝无证驾驶和校车“带病”上

路，保障学生乘车安全。

加强路面管控。根据学校周边道路交通特点，科学安排

警力，加强重点路段、时段的路面管控力度，形成高压严管态

势。根据学生上学、放学规律，安排民警到校园周边执勤，疏

导接送学生车辆。同时，整治超员行驶、超速行驶、无证驾驶、

无牌无证等交通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强化宣传攻势。民警深入学校和校车企业，组织相关人

员召开校车安全会议，教育大家遵守交通法规。同时，充分利

用微博、微信和手机短信等方式，发布交通安全出行常识和信

息，引导学生不乘坐超员、非法客运和货运车辆，切实提高交

通安全意识。

抚松强化校车安全管理

为师生撑起“保护伞”

本报讯（陈立志）近日，临江市公安局六道沟边防派出所

官兵巡逻途中救助一只鸭子。

当天上午，边防派出所教导员王磊和战友在巡逻时，

发现水边草丛里有响动，经过仔细观察，原是一只水鸟在

挣扎。官兵走上前去细致查看，并将水鸟带回营区，买来

小鱼虾喂食。随后边防官兵联系当地林业局，经相关专家

鉴定，该水鸟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胸秋沙鸭。“红胸秋沙

鸭的出现，说明环境质量在上升！”野生动物救助站负责人

阎锋如是说。

林业局工作人员对边防官兵的举动给予好评。专家呼

吁，在野外遇到落难动物时，要提高野生动物保护意识，不要

贪图私利触犯法律，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环境，也就是保护

我们自己。

边防官兵救助秋沙鸭

本报讯（孙嘉遥）为保证冬季运输作业安全，日前，吉林石

化铁路运输部对员工进行了集中培训。

受雪霜雾极端天气影响，户外调车作业安全风险系数增

大。铁路运输部结合实际，扩大了参培人员范围，除了直接参

与户外作业的调车、司乘人员外，新增了具有调车领导人职责

的站调岗位人员以及负责进路排列的信号员和值班员，扩大

了培训覆盖面。在课程设置上，特别增加了事故案例分析、新

修订的规章制度解读等内容，对调车作业的执行标准做了深

入阐述，并进行了开放式的讨论，取得良好培训效果。

集中培训讲安全

她是企业发展中勇于担当、卓越创新的

女强人，她是吃苦耐劳、爱岗敬业的带头人，

她更是职工敬重、爱戴的贴心人。她就是长

春市第34届劳动模范、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文利。

有一种作风叫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有一

种境界叫心怀大爱、甘于奉献。职工们说，这

在王文利身上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作为党总支书记，王文利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

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她自觉把人生理想融入到所热爱

的事业中，把个人奋斗、自身价值体现在企

业跨越式发展的实践中。她向全体党员发

出了“立足岗位作贡献，我为党徽增光彩”的

倡议，并设立党员“先锋岗”，亮身份、多奉

献、树形象。

作为企业负责人，王文利带领全体职工

“情系经开、爱我会展”。16年来，会展中心

通过展会这个“桥梁”和“纽带”，喜迎八方来

客。已成功承接各种展会1000余项，会议、

重要赛事和大型演出等活动1万多项，接待

了多位来长参加活动的国内外政要、权威人

士和业界精英，极大地提高了吉林省、长春市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展会效应显著，仅2015

年、2016年，全市展会带动相关产业收入就

达895亿元。

“展览是‘根’，服务是‘魂’”。多年来，

王文利凭着对会展业的热爱和深情，炼就

了睿智豁达的品格和优良的工作作风。她

立足经开，着眼省市，服务社会，提出了“会

展无限，服务永恒”的理念，实行“一站式”

办公，开辟“绿色通道”，为各项展会添加了

亮色。

已在会展中心连续举办六届的长春茶博

会，不仅越来越具有影响力，而且系列活动精

彩无限，让市民深切感受到茶文化的独特魅

力。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外省来长春举

办的展会刚落地时，王文利忙前忙后，精心扶

持，呵护有加，倾注了许多心血和汗水，从而

使展会规模由小到大，声名远播。她引进的

像这样的展会就有十几项。

在日常工作中，王文利总是任劳任怨，兢

兢业业。每当有大型展会举办时，她常常是

提前入住单位，身先士卒，全身心扑在工作

上。如果说会展中心锻造了一支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的优秀团队，那么她就是这支

团队中的领头羊。

“公司要发展必须创新、求变。”这是王文

利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在工作实践中，她带

领职工创新思维，积极探索，形成了多元化的

经营模式和特色化的管理方式。着力推进会

展与文化产业相结合、会展与旅游服务业相

结合、会展与体育健身相结合、会展与互联网

相结合，成效显著。由她策划并组织举办的

“长春市会展招商暨项目洽谈会”，以及多次

在北京举办的“长春市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会展环境（北京）推介会”，都成功展示了长春

市的良好形象。

近年来，王文利获得多项荣誉称号，会展

中心也先后获得国家级行业大奖20多项，为

最有人情味、最具幸福感的长春添上了多彩

的一笔！

脚 踏 实 地 甘 奉 献
——记长春市第34届劳动模范王文利

张伟

（上接第一版）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

着力在把握精神实质、注重学用结合、坚持巩

固深化上下功夫，真正学懂、弄通、做实，使党

的十九大精神成为推动纪检监察事业发展的

强大思想武器。

全会强调，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引领全面从严治党新实践，以更

加坚定的信念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推进纪检监

察工作；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重大政治责任，

积极协助各级党的委员会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推动各级党组织把管党治党思路举措搞

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进一步增

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

实为开创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发展新局面提

供有力保障。

全会指出，要以党的十九大和省委十一届

二次全会精神为指导，一刻不停歇地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对

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和党章党规执行情

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对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精

神贯彻落实和全会通过的《决定》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确保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安

排要求贯彻到底；坚持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化作自觉行动，驰而不息纠正“四风”，一

刻不松、寸步不让地加大查处力度、保持曝光

频度、强化治理深度，密切关注“四风”新动

向，严肃认真对待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决

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断把作风建设

引向深入；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全面

加强纪律建设，以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

为重点，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

生活纪律严起来，全面彻底肃清孙政才、苏

荣、王珉等人的流毒，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切实维护纪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坚持

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

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保持力度

不减、节奏不变，坚决减少腐败存量、重点遏

制增量，加大对扶贫领域问题核查问责力度，

继续加强追逃追赃工作，深入开展政治巡视

巡察工作，持续抓好中央巡视组巡视“回头

看”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深化标本兼治，夺取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坚持打铁必须自身

硬，以更严的要求、更高的标准加强自身建设，

建设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队伍。

全会要求，要始终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

风貌，全力以赴做好当前各项工作。深入推

进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省委十一届二次全

会精神各项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试点工作，切实加强换届风气监督，认

真开展各级党委书记述责述廉工作，抓紧抓

实元旦春节期间纠正“四风”工作，继续保持

执纪审查力度不减，高标准研究谋划明年工

作。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工作，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按照党中央确定

的时间表、路线图，牵头抓好组织实施和具体

落实。严格遵守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改革试点

工作的纪律要求，以严明的纪律确保改革试

点工作顺利推进、圆满完成。

全会号召，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

大纪检监察干部，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坚决落实中央纪委和省委的部署要

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振奋精神、开拓进

取，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为决胜全面小康、建设幸福美好

吉林提供坚强保证。

省纪委十一届二次全会公报

（上接第一版）是全省上下进一步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创吉林全

面振兴发展新局面的重要文件。这次

会议意义重大，一定要高度重视，深刻

认识，把全会精神认真贯彻好。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全会确定的

各项决策部署。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切实把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宣传引向深

入，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首

要政治任务。贯彻全会精神，就是要牢

牢把握党的十九大主题，深刻认识中央

和省委关于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提出

的要求。要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对全会

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逐条逐项贯彻落

实。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统领，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

对人大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作出的新部

署，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工作的

系列论述，依法履行职责，做好立法、监

督、决定、任免、代表等各项工作，按照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要求，不断提升、

创新和发展。

会议要求，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做好当前各项工作。要把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人大工作的行动指南和基本遵

循，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以全会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要

高标准高质量做好人大换届的各项

筹备工作，全面完成本届和今年省人

大各项工作任务，认真谋划好明年以

至今后五年的工作，充分发挥人大常

委会的职能作用，为吉林振兴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上接第一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知

行合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把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与长春实际有机结合起来，

努力做好各项工作，撸起袖子加油干，扑

下身子抓落实。按照省委书记巴音朝鲁

提出的“长春市要在吉林省打先锋、站排

头”的要求，立足吉林看长春，充分发挥长

春作为省会城市在吉林省的整个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辐射、引领和带动作用，加快

建设吉林中部创新转型核心区；放眼全国

看长春，自觉把长春的发展融入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中去，认真研究、思考、

比较和推动长春的经济社会发展；走向世

界看长春，以开放的心态推动长春经济社

会发展。教育干部用十九大精神统一思

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断提高领导经

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要

增强“八个能力”要求，提高干部素质，提

高干部利用“两种市场”“两个资源”的能

力，推动长春经济社会的发展，真正起到

打先锋、站排头的作用。

就深化打先锋、站排头意识，王君正的

观点非常明确：长春要做高举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不断

加快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发展的排头兵；

要做深入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推动

长春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要做全面深

化改革，不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排

头兵；要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的排头兵，真正把人民至上、为人民谋幸福

放到实处、落到实处；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上

争当先锋，当好排头兵，把全面从严治党落

到实处，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推动各项

事业的发展。

“落实好、贯彻好十九大精神，我们就

要完成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老

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发展、建成东北亚区域

性中心城市等几项重要任务，真正的把长

春经济社会发展融入到国际国内经济社会

发展的大盘子中。”王君正坚定地说。

王君正表示，在具体工作中，长春将

做到“七个引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引领，着力凝聚振兴发展动力；以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为引领，着力提升经济综合

实力，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走出一条质量

更优、效益更好的路子”的要求，优化一

产、抓牢二产、提升三产，促进三次产业融

合发展，坚定不移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调结构、转方式的步伐，不断提升

长春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逐步建立起

长春现代经济体系；以深化改革创新为引

领，着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真正通过改

革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以乡村振兴战

略为引领，着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解决

二元经济结构问题，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以

“双核带动”战略为引领，着力建设宜居宜

业城市，一方面不断加快新区建设步伐，

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使长春经济实力和

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加快旧

城改造提升步伐，让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

活环境更加优美。加快伊通河改造步伐，

让城市更加适宜人居住，真正把长春建成

一个本地人自豪、外地人羡慕的宜居宜业

之城；以幸福长春建设为引领，着力提升

民生保障层次和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以

党的政治建设为引领，着力促进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推进。牢牢把好政治关，在任

何情况下都要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

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强化“四

个意识”，努力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

到实处。

高举伟大旗帜 加快振兴发展

本报讯(姚维刚)公主岭市地税局牢固树立服务优先思

想，结合税收工作实际，强化措施，着力提升纳税人的满意度。

组织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大改进、大提高”活动。今年

以来，征集纳税人意见120余条，制定改进措施300余条，解决

困难11个；全面推行“一窗一人一机双系统”办税模式，做好

省内通办、同城通办工作；通过上门服务、延时服务、预约服务

等举措，为纳税人提供便利。全面释放税收红利。重点抓好

“三去一降一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等优

惠政策落地工作，已经累计为纳税人减免税款200余万元。

实施“双随机一公开”制度。与公主岭市国税局、法制办和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一道，组织“双随机”抽取仪式，并按抽取名单

开展检查，解决了任性执法检查问题，保证了稽查执法公开、

透明。开展联合办税、联合服务。市区国地税办税厅共同进

驻政务中心，怀德、刘房子、杨大城子三镇的国地税分局实现

联合办税、合署办公，其他分局也都互派人员、互设办税窗口，

纳税人可“进一家门，办两家事”，节省了时间和交通成本，赢

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推进政务公开。利用门户网站、政府

网站及时公开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行政权力等事项，让纳税

人纳明白税、放心税。

公主岭市地税局创建高效服务环境

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上接第一版）

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霍福山表示，吉林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进

一步对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作出全

面安排部署，强调要紧密结合吉林实际，全面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启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吉林篇章。作为驻吉

央企，水电一局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

于担当，为开创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发展新局

面贡献力量。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广大干部员工纷

纷表示，此次全会让人倍感振奋，作为国有企

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定不移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不放松，牢记责任

使命，把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要深入学习、深刻

领会此次全会的精神实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委全会精神上来，努力

把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公司将围绕推进能

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

能源体系，大力推进电网安全发展、清洁发展、

协调发展、智能发展，着力建设坚强智能吉林电

网，解决好电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清洁

和绿色方式满足电力需求。

奋力开创振兴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