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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8日讯（记者裴雨虹）今天上午，

省文化馆“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文艺演出”走

进长春公安消防支队净月区大队，为官兵们送

上了精心编排的演出，与官兵们共同进一步学

习十九大精神，歌颂美好祖国。

在欢腾的歌伴舞《中华全家福》中，演出拉开

了序幕。随后的演出中，独唱、合唱、评书、快板、

朗诵、大鼓等表演精彩不断，省文化馆的艺术家、

文艺志愿者与官兵们同台献艺、共唱未来。由省

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青年歌唱家万岳带来的男

声独唱《多情的土地》浑厚深情，省文化馆青年歌

唱演员王春柳演唱的《小康路上》《节日欢歌》轻

快喜庆；省曲艺团有限责任公司青年艺术家李军

则带来了拿手的评书表演《跃马扬刀》，讲述了抗

日英雄马占山的故事；鼓声铿锵有力，由长春公

安消防支队净月区大队的战士们演出的大鼓《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展现了战士们保家卫国的决

心和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在今天的演出中，省文

化馆还特别带来了专门为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而创作的快板《吉林迈向新征程》，用欢快的节

奏、清脆的女声传递、歌颂十九大精神。台上台

下气氛热烈，共同欢唱，长春公安消防支队净月

区大队的官兵们不仅送上了热烈的掌声，还向省

文化馆送上了锦旗。长春公安消防支队净月区

大队政治指导员孙伟奇说：“省文化馆的艺术家

们用另一种形式帮助官兵们学习十九大精神，同

时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

省文化馆自11月17日起从“省群众艺术

馆”正式更名为“省文化馆”，此次演出是省文

化馆更名后的一次重要活动，之后，省文化馆

将充分发挥省级文化阵地作用，继续深入群

众，为百姓送上贴心的文化服务。

载歌载舞齐欢腾 歌颂祖国好前程
省文化馆“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文艺演出”走进长春公安消防支队净月区大队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张政）为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今

天下午，长春市五环体育舞蹈学校在党

建活动室举行“新时代传习所”首场宣

讲会。长春市委组织部，长春市民政局

等相关领导出席了宣讲会。

宣讲开始前，南关区委组织部相关

领导就五环体育舞蹈学校党支部“新时

代传习所”的成立、在全区社会组织中

打造了传播宣传十九大精神的重要平

台给予充分肯定，全安街道代表也现场

向五环体育舞蹈学校赠送了十九大精

神学习资料。

五环体育舞蹈学校党支部书记梁

振凤结合自身的创业发展经历讲述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并进行了主

题鲜明、内容生动的首场宣讲课，获得

了在场党员干部的阵阵掌声。

长春市五环体育舞蹈学校党支部

“新时代传习所”的设立，将在社会组织

中起到辐射作用，让党的十九大精神更

好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带动广大

党员干部更加高效、高质地在服务社

会、服务行业、服务群众的伟大实践中，

发挥出自身应有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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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威）为切实改进队

伍工作作风，铸就警营正能量，培

树积极向上警营文化，今年以来，

乾安县公安局结合队伍自身实

际，积极推行“为警四戒”，着力打

造一支高素质公安队

伍。

戒庸。在思想状

态上，他们着力培养

正确的理想信念，激发干警的强

烈进取心、责任心，坚决抵制无所

用心、无所事事、不思进取、不负

责任等庸俗化倾向的侵袭和蔓

延，提高科学决策、科学指挥、精

确指导的能力，增强队伍争先创

优的积极性。

戒懒。在精神风貌上，他们着

力培养领导和民警敢于负责、勇于

担当、开拓创新的勇气，坚决改变

懒于学习、疏于思考、拈轻怕重以

及“不作为、慢作为、弱作为”的被

动局面，激发民警的落实力、执行

力，明确精益求精的工作理念。

戒浮。在工作作风上，他们

着力倡导察实情、说实话、办实

事、求实效的良好风尚，提高工作

的精细化、精准化程度，坚决摒弃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急功近

利、“报喜不报忧”等不良倾向，倡

导深入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做法，增强服务意识，树立求真

务实的工作准则。

戒散。在警务纪

律上，他们着力养成

遵规守纪、令行禁止、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职业习惯，

坚决遏制不守规矩、不听招呼、随

心所欲、疲沓散漫等消极现象，构

建团结友爱、规范有序的警营环

境，提高队伍的内聚力和凝聚力，

养成雷厉风行的工作风格。

“为警四戒”：铸就警营正能量

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王新）日前，农发行吉林市分行营业部

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开展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活动。

他们对十九大报告和新党章边学习边记笔记，同时

进行积极讨论，深刻领会十九大的精神实质和新党

章的时代内涵。员工们受到了一次广泛而深刻的理

想信念教育，纷纷表示，大力弘扬时代和民族精神，

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落

实到做好本职工作中。

我省举办电子竞技公开赛

本报讯（记者刘勃）由省体育总会、省社会体育

管理中心主办，省电子竞技推广委员会承办的吉林

省第四届电子竞技公开赛暨全国电子竞技公开赛吉

林选拔赛于近日在长春市欧亚新生活荣耀青年社区

落下帷幕，共有电子竞技爱好者近1000人参加了本

次大赛。

比赛现场非常火爆，选手们目光专注，神情认

真，都在为胜利而努力。通过本次电竞比赛，选手们

不仅加强了对电子竞技比赛的认识，更发扬了电子

竞技的健康、团结、向上、拼搏的精神，并通过电子竞

技锻炼了参与者心理素质以及最大程度地发挥个人

技术、团队协作能力，提升了我省电子竞技及相关产

业的综合竞争力。

国足赴东京参加东亚杯

本报讯(文力)12月6日下午，中国男足飞抵日本

东京，备战即将于本周末开始的东亚四强赛。出发

前，球队在深圳的基地拍摄了全家福，包括此前受伤

的姜至鹏在内，全部国脚都出现在合影中。本次日

本之行，里皮率领24名队员出征，此前同样有伤在

身的张琳芃也随队抵达东京，不过他有可能会因伤

落选最终的23人正式参赛名单。

根据安排，国足将在本次东亚四强赛的比赛中

接连面对东亚三强的挑战。本周六，球队将在首场

比赛中迎战老对手韩国队，下周二，国足将挑战东道

主日本队，而收官之战，国足将会在下周六和朝鲜队

过招。

中超俱乐部整体亏损近40亿元

本报讯（文力）近日，中国足协在北京举行中国

职业足球俱乐部财务风险防范国际研讨会。会议期

间，国际上知名的咨询公司普华永道作为中国足协

的咨询顾问商，发布了中超16家俱乐部在2016赛季

的收入和亏损情况：2016赛季中超俱乐部总收入

70.82亿元，16家中超俱乐部总体亏损达到了39.32

亿元。

对于数据的收集，中国足协财务咨询商普华永

道审计合伙人张奕介绍说，这些数字来源于各个俱

乐部的数据，“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跟中国

足协一起到32家中超、中甲俱乐部做了实地的调

研，从俱乐部拿到了资料，然后跟足协一起讨论。”

着力建设学习型审计局

本报讯（王敏）今年以来，松原市宁江区审计局

采取多种形式，着力建设学习型审计局。他们充分利

用党小组会议、党组学习会议、机关集体学习和个人

自学等形式，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党纪党规相关知识，进一

步增强了干部自我约束能力和遵纪守法意识，推进干

部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目前，全局上下正在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全局工作顺利展开。

开展“居民电气化”主题日活动

本报讯（王文武）日前，国网松原供电公司在企

业文化建设中联合多家知名电商开展了“国家电网

居民电气化”主题日活动。他们以电网送积分的形

式鼓励引导客户选择节能环保的家用电器。在活动

中向来往顾客发放安全、节约用电常识，帮助顾客下

载安装“掌上电力”、“电E宝”等APP，宣传国家电网

便民多样化的电费缴费方式。他们用自己良好的形

象、耐心的服务、精湛的业务充分展现了国家电网公

司“你用电，我用心”的良好品牌形象。

简 讯

本报讯（记者龚保华）由省社

科联、长春市文广新局、长春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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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

12月9日（周六）上午在

长春文庙明伦堂报告厅

继续开讲。本期讲座由

王楠讲授“解读《黄帝内经》之冬

季养生”。

俗话说：“冬季进补，来年打

虎”，传统医学很重视对冬季的进

补。《黄帝内经》非常重视冬季养

生，书中说：“冬三月此谓闭藏，水

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

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也就

是说冬天的3个月，是万物生机

闭藏的季节。在这一季节里，水

面结冰，大地冻裂，所以人不要扰

动阳气，要早睡晚起，使情志埋

伏、深藏……那么如何在冬季做

好“闭藏”？选用何种进补方法？

在冬季因外感风寒，经常会出现

呼吸道疾病，在患病的情况下是

否还需要进补？本期讲座将为大

家一一解答。

主讲嘉宾王楠，毕

业 于 长 春 中 医 药 大

学，师承吉林大学博

士生导师杨军教授，

曾任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主治医师，从事中西医结合临

床工作 15年，现为德生堂中医

馆创始人，吉林省启予国学资

深讲师。

为你解读《黄帝内经》之冬季养生

本报讯（杨倩）今年以来，国网长春市

城郊供电公司着力建设和谐而贴心的企

业文化，取得了良好成效。职工的积极

性、主动性成为公司发展不竭的动力。他

们时刻把职工所求所需放在第一位,让职

工深深感受到了企业的关怀和爱护,有力

地促进了企业和谐健康发展，真正当好职

工“贴心人”，用“关爱”把公司全体职工紧

紧团结一起。

让一线职工“发声”。他们推动打造

“互联网+民主管理”模式,推广应用职工

民主管理信息化管理平台,深化“职工诉

求服务中心”建设，组织开展征集“我为企

业献一策”合理化建议,采纳

职工意见实施12条,让职工真

正感受到企业的关注和关怀。

让一线职工“发难”。面

对一线职工工作和生活上的

实际困难,这个公司深入推进“职工小家”

建设,以“职工需求、职工满意”为导向,在

公司所属单位建设“职工之家”,包含健身

室、职工书屋等多功能室并配备完善的活

动设施,为职工开展活动提供了优越的硬

件设施和便利的活动场所。

让一线职工“发挥”。他们充分发挥工

会的作用,在开展的“十大关爱工程”中，通

过开展“班组大讲堂”活动，“人人上讲台、

个个当讲师”提升全员素质，提升培训水

平，引导职工积极投身现代公司建设。通

过举办书法摄影、徒步等活动,在丰富职工

文化生活的同时,陶冶了情操。

着力构建和谐文化

当好职工“贴心人”

今年以来，临江
市公安局积极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打造和谐向上的警营
文化。图为他们组织
全局辅警学习党的十
九大精神，进行《治安
管理处罚法》、《社区
警务工作》等业务知
识培训。
吴树强 陈昊良 摄

12月8日，12岁的上海小将吴豫堂在进行鞍马训练。当日，130余名体操小选
手在湖北省奥体中心举行的2017年全国优秀体操后备人才训练营结束了为期10
天的训练。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董博 张政）今晚，

2017-2018赛季CBA联赛常规赛展开第13轮的

争夺，吉林九台农商银行东北虎队客场挑战浙

江男篮，并最终以100比120负于对手。

本场比赛前三节比分为：25比 22；57比

50；87比 66，浙江队三节全胜。比赛上半场

两队并未拉开分差，双方依然是靠外援争

锋，但浙江队还是略胜一筹，有 3 人得分上

双，他们的外援威姆斯得了18分，斯托克斯

得了 20分 12 个篮板，本土球员张大宇也有

11分进账。而东北虎队仅两人得分上双，分

别是兰德里17分和韦弗13分。真正让比赛

失去悬念的应该是下半场的第三节。浙江

队在这一节强势领先东北虎队21分，比赛也

因此失去悬念。浙江队以压倒性的优势进

入第四节，并在第四节继续扩大战果，一度

让分差达到 29 分。最终东北虎队以 100 比

120输掉比赛。

常规赛第十三轮

吉林队客场不敌浙江队

遗 失 声 明
●王燕将北华大学第一临床医

学院口腔专业毕业证书丢失,证号：
102011200806001074，声明作废。

●吉林省君林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 开 具 一 张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发 票 号 码
00589219 发 票 代 码 2200163130，
发 票 金 额 69000.00，发 票 税 额

6837.84 元 ，发票内容工程服务，
增值税发票的发票联与抵扣联丢
失,声明作废。

●吉林万丰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税 号
220381559753038）丢失，声明作废。

●辽源弘富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
司将公章丢失，负责人：朱永明，公章
编码：2204000011086，声明作废。

●辽源弘富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
司将公司（朱永明）法人代表名章丢失，

负责人：朱永明，法人代表名章编码：
220400011942，声明作废。

●郑贺允将吉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毕业证丢失，专业：道路桥梁工
程技术，编号：120491200806000206
声明作废。

●凌娜将护士证丢失，证号：
220716101459，声明作废。

● 刘 丽 凤 （ 身 份 证 号
220223197703227526）将吉林广播
电视大学会计电算化专业的毕业证

丢失，毕业证编号为 205300055，声
明作废。

●张东升将中环小铁道街 20栋
217室进户收据丢失，特此声明。

●伊通满族自治县林业局工会
委员会将法人章（郑新春）丢失，声明
作废。

●陈沫涵，2013 年 9 月 29 日出
生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
N220037628，声明作废。

●辽源市龙山区御百合茶叶有

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赵艳华，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402MA0Y4U9W0D）丢 失 ，声

明作废。
●公主岭市顺达实验仪器经销

处将税务登记证正本丢失，税务登
记证号：220381L83877678，声明作
废。

●公主岭市双杰实验仪器经销
处将税务登记证正本丢失，税务登记
证号：220381600414402，声明作废。

●长春市朝阳区汇元外语培训
学校将机构信用代码证正本丢失，证
号：G5122010200975200H，声明作
废。

房屋所有权人张海江，将坐落在磐石市东宁
街隆昌花园C栋--1161，建筑面积47.09，结构：
混合 所有权证号：2208030200110031106001，
的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现声明作废。

申请人：张海江

公 告

双辽市茂丰葵花杂粮特色种植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220382NA001360X），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自2017年
12月7日起停止经营，由刘振洪、刘得一、邢慧彬
组成公司清算组，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理，请
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视为放弃债权。

特此公告
清 算 负 责 人 ：刘 振 洪 ，联 系 电 话 ：

18744424305
双辽市茂丰葵花杂粮特色种植专业合作社

公司注销公告

关于《长春市装配式建筑发展规划》及
《长春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区建设规划》的公示

《长春市装配式建筑发展规划》及《长春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区建
设规划》目前已由长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编制完成，现予以公示，面向
社会征求意见。公示截至日期为2017年 12月 20日。（详见网址：
http://www.ccjs.com.cn/）

2017年12月9日

农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农国土公发[2017]30号

经农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农安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
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拟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

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房地产开发用地竞买人

应当具有相应的房地产开发资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采用挂牌方式出让，按照价高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地块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17年12月28日前工作时间内到农安县国土资源

局索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7年12月28日至2018年1月10日16时工作

时间内到农安县国土资源局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

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1月10日16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

将在2018年1月11日16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农安县国土资源局。

挂牌起始时间为2017年12月8日上午9时整，挂牌截止时间为2018

年1月12日上午9时整；挂牌出让仪式定于2018年1月12日9时整在

农安县国土资源局举办。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挂牌时间截止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要求报价的情形，挂

牌出让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农安县农安镇宝安路

联系电话：0431—89935711

联 系 人：孙先生

二○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2017050

2017054

土地位置

22202

12283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密度 容积率 绿地率

≤50米

≤15米

出让年限

（年）

竞买保证金

（万元）

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合隆镇）

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合隆镇）

地块编号
土地面

积（㎡）
土地用途

商住

工业

＞1.0≤2.10

≥0.7

建筑限高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50年

3331

254.9

≤35%

≥50%

≥30%

蘑菇是食用菌的俗称，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和利用有着悠

久的历史。随着人们对其需求量的增加和工厂化栽培技术

的应用，蘑菇的产值和产量也不断增加。中国工程院院士，国

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李玉教授在中国科协年会开

幕式上作的特邀报告指出，目前食用菌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农

业中继粮、油、蔬、果后的第五大种植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

支撑。

尽管食用菌消耗量很大，但就普通大众而言，对于蘑菇营

养价值的了解还仅限于“要长寿多吃蘑菇少吃肉”的程度，对

其营养成分和价值的认识仍然有限。今天，本文仅以东北市

场主要食用菌产品香菇、平菇、金针菇为例，说一说食用菌的

营养价值。

香菇，又称香蕈，是世界第二大食用菌，也是我国特产之

一，在民间素有“山珍”之称。其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研究表

明，东北主产地的香菇，总糖含量大约41%，多糖含量大约为

14%，粗蛋白含量约为20%，粗纤维含量约为3.6%，粗脂肪约为

2%。含有16种氨基酸，其中8种必须氨基酸占总氨基酸含量

的40.62%。香菇多糖是香菇中重要的药用成分，香菇多糖具

有抗肿瘤，免疫调节，抗氧化，降血糖等多种药理活性，其中被

业界研究较为广泛的是其免疫调节和抗肿瘤活性，目前从香

菇子实体中提取分离的香菇多糖已成为临床上重要的抗肿瘤

药物。

平菇也称白蘑，隶属于担子菌纲，侧耳属食用菌，具有丰

富的营养价值。研究表明，平菇中总糖含量约为30%，多糖含

量约4.17%，蛋白质含量约为24%，粗纤维含量约为5.6%，粗

脂肪含量约为0.4%。含有16种氨基酸，其中8种必须氨基

酸含量约占38%。平菇多糖同样具有免疫调节，抗肿瘤，抗氧

化等药理活性。研究显示，平菇多糖可以通过激活机体免疫

器官、增强巨噬细胞，淋巴细胞、自然杀伤细胞活性提高人体

免疫力。

金针菇也是一种传统的食用菌，对其营养成分研究表明，

金针菇中总糖含量约为60.2%，蛋白含量约为31.23%，膳食纤

维约为3.34%，粗脂肪约为5.78%，含有16种氨基酸，其中包括

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其占总氨基酸比例为44%-50%。同时，

含有胡萝卜素、维生素B1、维生素B2、锌、铁、硒等多种维生素

和微量元素。金针菇中含有的金针菇多糖具有较好的抗肿瘤

作用，并对细胞无任何毒副作用。同时，金针菇中还含有免疫

调节蛋白FIP-fve，通过激活T淋巴细胞产生细胞因子发挥免

疫调节作用。

因此，市场上常见的食用菌如香菇、平菇、金针菇等不仅

价格便宜，而且营养丰富，经常食用还可提高机体免疫力，正

如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吉林农业大学一位教

授所说，“食用菌是小蘑菇、大营养，经常食用蘑菇食品对人体

健康大有裨益。”

“小”蘑菇“大”营养
刘洋 王琦

酒店整体出租信息
吉林省天新饭店拟整体出租，面积27000

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18层，地点：长春市宽
城区北京大街411号，与胜利公园相邻，价格
面议。

联系电话：85375398
85375427

吉林省总工会

出售废旧印刷物资
我处现有淘汰印刷设备及废旧物资若干，欲低价出售，价格面议。

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13180897335 0431-88600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