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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娜 通讯员江海涛 葛梅英）连日来，白山市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联合白山市城市管理警察支队、浑江区

综合执法大队对该市的露天烧烤及市区内各商业网点、学校等

周边的流动烧烤车进行了全面清理和整治。

据了解，每年的5月至10月，是该市露天烧烤和流动烧烤车

的经营旺季，许多经营业户为了创收，会在店铺外搭建烧烤炉具

并摆放餐桌。还有一些业户为了节省成本，利用流动烧烤车随处

进行经营活动，既给过往群众带来不便，破坏了市容市貌及城市

软环境的建设，也产生了许多不文明行为。

针对这一现象，白山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先是召开了

烧烤业户座谈会，进行相关政策的宣传和告知，随后又向全市烧

烤业户和流动烧烤车逐一发放了《禁止从事露天烧烤行为的政

府通告》。在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之后，白山市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支队联合白山市城市管理警察支队、浑江区综合执法大队利

用一周的时间对市区内各商业网点、学校周边、夜市、广场、江

堤、步行街的露天烧烤、流动烧烤车及部分室外明火烧烤进行了

全面清理整治。目前，已取缔烧烤摊点60余个，登记保存流动

烧烤车30余辆、经营工具40余件。露天烧烤已全部规范到室内

经营，流动烧烤车已被全部取缔。

为防止反弹现象发生，白山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还制

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增加执法人员，加大巡查力度，对重点区

域及特殊业户进行死看死守。以定点、定期看守和不定点、不定

期巡查的方式，随时发现随时取缔，使该市的露天烧烤得到彻底

的清理和整治，还百姓一个清新的生活环境。

白山市清理整治露天烧烤

还百姓清新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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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土地使用权

序号

1

企业名称

白山市江源区石人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合计

5,587.41

本金

4,676.49

利息

910.92

白山市江源区石人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债权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拥有对白山市江

源区石人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资产。截至2018年3月20日，上述

债权资产整体债权合计为5,587.41万元，其中本金4,676.49万元，利

息910.9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上述债权由白山市轴承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

主债权自2013年11月28日至2018年11月28日期间在人民币4700万

元的最高余额内的借款合同。抵押担保情况如下：

债务人、保证人所在地为：吉林省白山市。现拟进行债权处置，现

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担购买

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境内外有意向投资

者，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的关联人。

公告期：自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

有关异议和咨询。请投资者登陆华融网站查询，或与有关部门接洽

查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卢先生，联系电话：0431-89291058；李先

生，联系电话：0431-89291376。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431-8929167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

吉林省东丰县横道河镇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我局已对你单位送达了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行政处罚决定书

（东建缴通字【2017】5号）和行政处罚催告书（东建缴通字【2018】1
号），请在10日内缴清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及罚款共计20.6万元，
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公
告。

联系电话：0437-5109011
联系人：王巍

东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6月11日

公 告

光大银行在线融资自动化审批业务实现首笔放款
经过连续几个月的奋战，日前光大银行普惠金融部上线

了国粮中心项目在线融资业务自动化审批及放款流程，并于
近日实现首笔业务放款。

国粮中心项目是光大银行服务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心
会员企业，为满足粮食交易过程中存在短期快速的融资需求，
形成的供应链在线融资业务。该项业务对贷款操作时效性要
求高，为保证业务效率，去年光大银行设计了国粮中心银保融
易贷业务方案，实现了低风险快速放款。上线运行半年来，光
大银行已为数百户小微企业提供贷款15亿元，实现了银政企
的三方多赢。今年以来，普惠金融部牵头对国粮中心在线融
资业务进一步升级改造，克服多方协调的困难和技术上的障
碍，实现了国粮中心项目全流程在线自动化审批和放款。

与传统流程相比，新流程呈现出放款审核前置化、材料简
单化、全程无纸化及运作高效化等特点。作为光大银行首个
对公信贷业务自动化审批流程，其上线应用显著缩短国粮业
务融资受理周期，改善国粮会员企业客户融资体验。

国粮在线融资自动化审批流程的上线也为光大银行供应
链系统、对公信贷业务的全流程自动化方案研发提供了经验。

光大银行目前正努力把国粮中心在线融资经验复制到其
他类似供应链融资项目上。例如今年，光大银行成功投放了
金正大供应链融资业务，在两个月内便实现了数十家企业开
户，近3亿元的小微企业贷款投放，既实现了对小微企业的金
融支持，还加深了与龙头企业的银企合作。

姜秀哲，国网吉林供电公司桦甸客户服

务分中心营业班班长。自参加工作起，她就

一直工作在供电营业厅的窗口岗位，23年

来，她用坚守和奉献服务了数不清的用电客

户。

爱心赢得亲情

阳春四月，春寒料峭。姜秀哲和营业厅

的同事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口袋

手工缝制的漂亮鞋垫，这是家住胜利街的徐

大娘送来的。“孩子们，这是大娘给你们缝的

新鞋垫，可舒服了！”“大娘，您的心意我们领

了，鞋垫您拿回去卖吧！”

徐大娘60多岁了，同身患重度残疾的儿

子一起生活，平日里靠卖手工鞋垫为生，经济

条件非常窘困。2013年，当姜秀哲得知徐大

娘交不起电费时，她毫不犹豫地说：“大娘，以

后您家电费我交！”从那时起，姜秀哲就主动

承担起徐大娘家每月的电费，直到2016年，

徐大娘家被政府纳入低保户享受政府救济，

按照政策电费由民政部门承担，姜秀哲才免

去了这份牵挂。

每逢休息日，姜秀哲就和同事们一起给

徐大娘送去一些生活用品，帮着大娘收拾屋

子，时间长了就像亲人一样。徐大娘经常向

邻居说：“俺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小姜她们，

这些年要是没她们，这日子还不知道怎么熬

呢！”

工作和生活中，姜秀哲总是尽力去帮助困

难的人。永吉街道东崴子村有一位孤寡老人，

因家中电线老旧造成停电，她自掏腰包买了新

电线，给老人家的电路修好；第三商店住宅楼

有一位老人患脑血栓，走路不方便，儿女都不

在身边，她就和电费收缴人员上门服务；她还

积极与街道居委会沟通，主动包保一户独居的

张姓老人，定期为老人送去生活用品……

诚心消除误解

营业窗口工作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客

户，姜秀哲通过多年的经验和实践，将“首问

负责制”的理念延伸为“首问解决制”，只要用

户提出问题，在窗口就能得到解决，保证用户

满意而归。

2017年9月的一天，一位客户气冲冲来

到营业厅，张口就骂，作为营业班长的姜秀哲

微笑上前询问原因。客户更是肆无忌惮地对

着她谩骂起来，可她依然面带微笑，最后客户

终于不好意思了。

原来该客户刚租的房子，由于拖欠电费

被停了电。姜秀哲一边安抚他，一边查询该

户信息，为他办理了缴费卡手续，并联系抄表

员送上了电。他十分感动，想到之前的不理

智言行，满脸愧疚。

前不久，桦甸市林业局的财务人员来到

窗口取电费发票，因为窗口没有接到结电费

的通知，发票取不出来，用户有点着急了，以

为是窗口人员故意刁难，便吵了起来。

姜秀哲马上来到收费区，微笑着说：“实

在对不起，是我们沟通不及时，给您带来了麻

烦，没事儿，我们绝不让您再跑第二次，等我

们确认完就把发票给您送过去。”财务人员听

到姜秀哲这么说，一下消了气。事后，姜秀哲

第一时间打印了发票，并亲自送到客户手里。

精心服务客户

随着智能用电技术的全面推广，客户对

“日测算，月结算”的收费模式不理解，经常到

窗口吵闹，姜秀哲总是耐心地解释，直到用户

满意。她把用户反映的问题归纳分类，及时

组织业务员学习。根据平常的业务特点，设

计并印制了用电信息卡，既方便用户携带，又

宣传了电e宝的好处。用户通过网上银行交

费时，常会发生输错号存错电费的现象，每遇

到这种情况，姜秀哲都是先安慰好用户，然后

利用多方面渠道，帮助交错电费的用户把钱

要回来。

这些年，很多老旧小区涉及动迁，姜秀哲

组织业务员利用休息时间学习集抄采集电量

的查询方法，让动迁户在办理手续的同时可

以预存电费，拿到电费结清证明比以前提前

两天，此举受到用户广泛称赞。同时，按照公

司开展的“五进”服务要求，姜秀哲还带领同

事一起走下去，将智能用电知识带到村屯、学

校等，主动上门宣传服务。

国网吉林供电公司桦甸供电营业服务厅

是公司形象的“展台”，姜秀哲与同事们则是

这“展台”中不变的风向标。窗口工作琐碎单

调，姜秀哲带领大家以用心服务诠释供电人

的真诚，23年始终如一。她这种执着的精

神，赢得了用户的赞誉、同事的尊重和组织上

的肯定，她先后获得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省公司“文明班组长”

“服务之星”、吉林市“劳动模范”等20余项荣

誉。她所在的营业厅也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

绩，多次荣获巾帼文明岗、精神文明号、文明

班组的称号。

23年，她用“心”擦亮窗口
——记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姜秀哲

刘琳琳 闫卫杰

本报讯（范娇雪）近年来，长春市

九台区地税局通过“五抓五强化”，助

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近

日，荣获长春市“五一”劳动奖状荣誉

称号。

抓队伍，强化整体素质。将干部职

工的活动表现、考试成绩、竞赛名次等与

年终绩效考核挂钩，作为评先选优和任

职晋升的重要依据，树立良好的用人导

向，全力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

抓活动，强化创建基础。举办了

“党组书记讲党课”专题活动 、“衷心

跟党走，先锋铸税魂”道德讲堂活

动。通过局内成立的“新时代传习

所”对十九大精神进行宣讲，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实践相融合，增强队伍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

抓服务，强化和谐诚信。以“互联

网+”实现办税自助化，以“九台税务”

微信公众号及时公布最新的涉税信

息，实现沟通零距离；大力推行“最多

跑一次”和“不跑税务局”系列服务制

度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实现“一

窗一人一机双系统”运行及“一厅通

办”举措，提升服务效率。

抓载体，强化行为践行。通过成

立税收普法教育示范基地，增加辅导

培训机会，拓宽实习就业通道。

抓典型，强化引领弘扬。引导全

局干部参加“吉林省优秀志愿者、长春

好人”等评选活动，通过典型培树，形

成了“履职尽责当先锋、立足岗位站排

头”的良好风尚。

“五抓五强化”助推双文明

5月29日，黑龙江飞鹤乳业进口奶山羊包机抵达长春机场口岸，长春边防检查站提前进行周密部署，飞机抵达后，指派业务
骨干迅速登记查验，随后为机组和随行兽医办理了入境边防检查手续，以优质、高效的服务圆满完成了此次任务。张晨 摄

本报讯（记者王欣欣）日前，扶余市监委向检察院移送了马

晓杰涉嫌职务犯罪案，实现了监察程序和司法程序的有效衔

接。这是监委成立后办理的首例涉嫌职务犯罪案件，也是扶余

市检察院首次受理监委移送的起诉案件。

2001年6月至2010年6月间，马晓杰利用担任长春岭镇茂山

村报账员的便利，挪用村集体资金18万元，用于自家经营活动。

马晓杰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并涉嫌职务犯罪挪用资金

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有关规定，扶余市监委将此案

移送检察院起诉。此举打响了监察体制改革后反腐“第一枪”。

扶余监委首次查办涉嫌职务犯罪案

（上接第一版）
实现“浅绿”到“深绿”的发展，不仅要实现生态与经济的

良性互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新路也正在白山松水间

铺展开来。

近年来，在我省长白山区，野生东北虎豹频频现身，分布

范围不断扩大。截至去年，在我省东部山区共监测到野生东

北虎27只至28只、豹42只，包括多个东北虎家庭和东北豹家

庭。这标志着野生东北虎繁殖家域已呈现出由中俄边境向长

白山内陆扩散的趋势，我省珲春及周边地区已成为目前我国

最重要的东北虎豹繁殖地。

为了照亮野生虎豹的“回家”路，我省重拳出击，全面实施

禁猎，进行栖息地恢复，加强监测保护，注重生态建设与生态

修复，在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木材商业性采伐，进一步保障

了东北虎豹栖息繁衍的生态环境。

截至2017年，我省共建立林业自然保护区42个，保护区

总面积达261万公顷，约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13.9%。目前，

全省已建立了以保护东北虎、豹为主的珲春、汪清、黄泥河、雁

鸣湖、威虎岭等自然保护区。

守好生态绝非空话。一条虎豹无障碍通行的“绿色生态

廊道”雏形初现。

构筑屏障 助推中部绿色转型升级

当前，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约束两道“金箍”日益缩紧，发

展不仅要算好“经济账”，更算好“生态账”和“总账”。我省将

生态文明建设放到各项建设中的重要位置，倒逼经济转型升

级，对绿色发展做出了生动鲜活的诠释。

广袤的黑土地，是我省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我省坚

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大资金投入，创新工作机制，强化科技支

撑，推进法制建设，以“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为契机，推

动黑土地保护工作深入开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2015年至2017年，按照国家关于做好东北黑土地保护利

用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我省在农安、榆树、公主岭、宁江等4

个县(市、区)实施了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工作。按照各区域

农业生产现状和种植、养殖优势，坚持扬长避短、因地制宜，集

成创新技术，探索技术模式，并按照政策引导、社会参与的原

则，建立了不同技术模式的运行机制，促进了黑土地保护技术

普及应用。

为了让黑土地能永续利用，我省积极调整优化种植结构

和生产能力，推广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技术，坚持用养结

合、保护利用，并公布《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规定每年6

月25日为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日，促进我省黑土地在保护中利

用，在利用中保护。

绿色转型是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课题，黑土地保护

是农业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硬措施，而流域治理则影响

到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美好期待。

“治理一条河流，改变一座城市”。2016年，长春的“母亲

河”——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全面启动。这是长春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治污最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

经过两年治理，伊通河建城区75处水体基本消除了黑

臭，中段水质明显改善。

生态治河，合力攻坚，解决水质污染、水源补充问题，使伊

通河成为保障城市安全和居民健康的生命线、最具吸引力和

活力的城市绿色生态新地标。

不仅如此，为巩固治水成果，防止河水再次污染，长春市

制定了《主城区水污染防治实施办法》，在工程治理的同时，同

步开展“管”、跟进“保”，弥补了“河长制”实施前的空白，实现

了向“河长制”的顺利过渡。目前，全域255条河流、6个湖泊

全面落实河长制，共设立各级河长2325名。

补齐短板 打赢西部生态攻坚战

西部是我省重要的生态屏障，而常年干旱却也让这里成

为全省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

如何解决西部地区水资源匮乏的问题，如何实现西部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考验着吉林人的智慧与胆识。

为让生命之水在西部流淌，2013年，按照省委、省政府

“引水为赢”的方针，一项以“综合利用雨洪资源河湖连通供水

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大水利工程应运而生。

这是我省首个以恢复生态为目的的重大生态水利工程。

作为国家172项重大节水供水项目之一，同时也是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的一项重点工作，现如今，“河湖连通”工程效益初

步显现

有效恢复和改善湖泡、湿地，干涸多年的湿地和湖泡得到

恢复，大量候鸟落户栖息，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西部地区小气

候得到明显改善，基本告别“十年九旱，风沙四起”的恶劣环

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部地区水资源短缺现状，为区域内

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提供了必要保障……

通过“三年造林还湿双百万”、河湖连通、应急调水工程等

措施，莫莫格湿地保护区的湿地面积由2012年的669万亩增

加到742万亩。

“河湖连通”工程引蓄并重，生态湿地再现生机!

2016年，消失了14年的东方白鹳被发现再次飞临向海筑

巢。2017年4月中旬，世界濒危物种白鹤，在迁徙的过程中又

一次在莫莫格自然保护区等地停歇，数量占全球总量的90%

以上。莫莫格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嫩江湾、牛心套保晋升

为国家湿地公园。

持续的生态建设使西部面貌一新，过去白茫茫的盐碱地

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绿色植被、水面、苇草和成群的牛

羊。白城作为全国16个海绵城市试点城市之一，计划利用三

年时间，实现从无水到有水，从有水向海绵生态的革命性转

变！

绿色发展风正劲，创建巨笔绘新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用“绿色发展”勾画出建设“美丽吉林”的基本路径，吉林人

民步履铿锵，“美丽吉林”值得期待。

行进在“美丽吉林”大路上

（上接第一版）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切实

提振干部精气神、激发干部干事创业内生动力和内在自觉。

纲举才能目张，执本方可事遂。吉林省委研究制定了《关

于进一步激励全省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

见》，立足事业需要，注重正向激励，紧紧抓住影响干部担当作

为的关键症结，将干部选育管用的各环节衔接起来，将政治教

育、用人导向、考核奖惩、待遇保障、人文关怀等方面贯通起

来，作出整体性部署、制度化安排，打出了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的“组合拳”，有利于充分调动和激发各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

的积极性，真正让改革者更有底气，让实干家更加自信，必将

在全省上下形成鼓励担当作为、崇尚苦干实干的良好风尚。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征程期待新作为。全省广大党员

干部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永怀赤子之心，永

葆奋斗之志，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汇聚起推动吉林全面振

兴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为吉林全面振兴发展汇聚担当作为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