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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0日讯（记者裴雨虹）今天，

吉林传统戏剧节媒体见面会在长春国际会

议中心举办，记者从会上获悉，由文化和旅

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指导，吉林省委宣

传部、吉林省文化厅主办，辽宁省文化厅、

黑龙江省文化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协

办，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吉林

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长春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承办的吉林传统戏剧节，将于8月

16日至31日在长春举办。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吉林传统戏剧

节的举办，就是为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搭建交流互鉴的平台，

展示戏曲艺术精品，扩大优秀戏曲院团知

名度，提升戏曲人才创造力，进而促进社

会各界全面认识和喜爱戏曲艺术。为充

分体现这一宗旨，此次戏剧节特别邀请了

中国评剧院和北京、上海、河南、浙江、陕

西、四川、安徽等14个省市、17个剧种的

24家院团，携《花为媒》《龙凤呈祥》《穆桂

英挂帅》《梁祝》《牡丹亭》《再续红梅缘》

《女驸马》等名剧前来长春演出。同时，吉

林的吉剧、黄龙戏、满族新城戏，辽宁的喇

叭戏，黑龙江的龙江剧、望奎皮影，内蒙古

的二人台、皮影戏等剧种也将在戏剧节期

间集中亮相。此外，由吉林省中外文化交

流中心实施的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

广项目“喜（富）连成寻根——京剧流派同

城汇演”，将邀请麒派名家陈少云、谭派名

家谭孝曾、裘派名家邓沐玮、萧派名家朱

世慧、袁派名家杨赤、叶派名家李宏图、马

派名家朱强、高派名家倪茂才等多个流派

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领衔演出，进一步

开拓非遗传统戏剧传承路径，展开一幅全

景画卷。

吉林传统戏剧节也是我省重要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平台，戏剧节期间，将

以展演、助演、助展等多种形式，打造“专

业性”和“现代性”相统一的国内一流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品牌。为体现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见人、见物、见生

活”的理念，将在展演主会场设立非遗实

物展区，让观众在观看传统戏剧演出的同

时，感受民间能工巧匠非凡的创造力，激

发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激情与活力。

据了解，由吉林省艺术研究院实施的国家

艺术基金项目“传统民间小戏整理改编人

才培养”也将在戏剧节期间开班，将邀请

国内著名传统戏剧专家、剧作家，以及非

遗专家、传统戏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等进

行授课和研讨。

此次戏剧节在展演方式上也独辟蹊

径，将以“传统戏剧进剧场”“传统戏剧进广

场”“传统戏剧进新时代传习所（社区）”等

更为贴近百姓的演出方式，从低票价惠民

再到送经典演出到广场、到社区，让普通百

姓不花一分钱就可以欣赏到名团、名剧、名

角的精彩演出，扎扎实实践行艺术来自人

民又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宗旨。

弘扬传统艺术 荟萃名家经典
吉林传统戏剧节8月大幕将开

本报讯 ( 丁 晓 娜 李 广 友)近日，

由桦甸市政府、桦甸市文广新局以

及桦甸市农民画（剪纸）协会联合

发起的“弘扬抗联精神，提升党性

修养”抗联农民画赠送仪式在红石

国家森林公园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

纪念馆举行。

由农民创作的12幅农民画，正式入

驻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每一幅作品都

生动再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战斗的场

景。农民画入驻密营不但丰富了纪念馆

的展示内容，同时也表达了家乡广大农

民艺术家们爱国、爱党以及对东北抗联

的追忆之情。

十二幅农民画入驻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

“道法自然——吴自然书法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孟凌云）日前，“道法自然——吴自然书法作品

展”在吉林艺术学院美术馆开幕。作为第五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

活动之一，此次展览由省委宣传部和吉林艺术学院主办，为市民提

供了高质量的艺术展览，繁荣了全省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吴自然，1934年生于山东，早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

字幕美术创作和研究工作，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开始临习魏碑，后

专研黄庭坚，由碑入帖，渐渐形成了志气和平、重韵达意的朗朗书

风。被誉为“当代黄体第一人”，以个性鲜明的书风享誉全国。现

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吉林艺术学院特聘教授、省书法家协会顾

问、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此次共展出了吴自然的书法作品80余件，完整地体现了其30

年来卓越的书法成就。开幕式后，还举办了吴自然书法作品展研

讨会，省内外书法界名家吴自然、周俊杰、任宗厚、丛文俊、苏延军、

李铁龙、蔡元、邢军、景喜猷、张伟诚等出席了座谈会，围绕着书法

的教学、传承与发展等展开了讨论。

武警长春支队“花样”开展党建活动

本报讯（记者马璐 通讯员韩小飞 冯广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

立97周年，进一步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日前，武警长春支

队开展了以“重温入党誓词，争做优秀党员”为主题的系列党建活动，

旨在不断增强党员意识、树牢党员干部党性观念，督促官兵立足本职

岗位，创先争优，以优异的成绩和良好的形象向党的生日献礼。

一系列活动在各级队伍中“花样”展开：执勤十中队组织官兵

进一步学习了新修订的党章，在逐字逐句认真研读的基础上学懂、

学通；执勤二大队官兵组织进行了以“一颗红心永向党”为主题的

演讲比赛，通过丰富学习教育载体，进一步凝聚了人心、汇聚了力

量；执勤八中队组织官兵用学唱红色经典歌曲的方式，来缅怀为党

的事业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勤务保障中队在党日活动中还穿插

了设立党员先锋岗、佩戴党徽等活动。

“芳彩华乐”民族室内乐巡演举办

本报讯（记者李梦溪）青春芳华，谱写民乐华彩篇章。“芳彩

华乐”民族室内乐音乐巡演第一场日前在吉林艺术学院举办。

此次巡演是第五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和省文联首届艺术展演季

的一部分。

此次巡演第一场共演奏了12首民族器乐曲目。有吉林艺术

学院艺术教育学院古筝乐团带来的筝群演奏，有在吉林省首届琵

琶大赛中获奖的孩子们带来的琵琶合奏，有芳彩华乐弹拨乐团带

来的小合奏，也有古筝、二胡、迷笛、钢琴等器乐的协奏曲，还有吉

林大学艺术学院杨淑芳教授倾情献上的琵琶独奏。节目精彩不

断，异彩纷呈，让观众享受到一台民族音乐的盛宴。

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经》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纪洋）近日，由吉林市老子学会、长春市松林道德

传承协会、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97周年的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经》论坛在长春市二道区

长青街道城建社区新时代传习所举行。

论坛为期3天，我省阅读推广大使、长春市长青街道新时代传

习所宣讲团团长刘锦辉作了题为《优秀传统文化“道德经”的当代

传习》的演讲。吉林市老子学会负责人赵振华，长春市松林道德传

承协会唐万霞、柳风兰、宋得生等也带来了精彩的分享。

简 讯

近日，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孤家村村民和这里的蒙古族同胞一起载歌载舞，举行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活动。图为蒙古族歌手深情地演唱着《松花江畔蒙古人》。

郭玲 本报记者 张安能 摄

本报讯（记者纪洋）长春出版社出

版的《先生向北》新书首发式日前在吉

林大学举行，首发式由省新闻出版广电

局、长春出版社、吉林大学主办，吉林大

学党委宣传部、吉林大学图书馆和乐读

书社承办。

《先生向北》作者鲍盛华，哲学博士。

1973年出生，吉林省农安县人。现任长影

集团副总经理，曾任新华社吉林分社党组

成员、新闻信息中心主任，光明日报社吉

林省记者站站长等。新闻代表作有《“新

富村官”现象透视》《东北“畸形消费”现象

透视》《经济新常态下的大作为》《农村校

长的“筑梦空间”》《文艺作品“双赢”的“吉

林之路”》等；文学代表作有《一代文官宋

振庭》《一朵雪花的文化传奇》等散文随笔

作品，作品集《酸菜·女人·黄龙府》等。

《先生向北》一书图文并茂，用鲜活的

文笔，以张伯驹、潘素夫妇北上为核心，介

绍了1945年至1965年间东北文脉遽然隆

起，二十余位先生（于省吾、宋振庭、吕振

羽、佟冬、匡亚明、唐敖庆、公木、罗继祖、

孙天牧、王庆淮、杨振声、余瑞璜、蔡镏生、

钟泰等），在东北，特别是在吉林省发生的

传奇故事。先生们的高尚人格和精神风

骨，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东北人文历史

画卷。书稿可谓反映吉林文化史的一部

丰碑之作，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和一定的

学术价值。

首发式上，长春出版社副社长李春芳

介绍了《先生向北》的出版情况。他说：

“《先生向北》对东北人文领域重要的20

年间作出了深入的文脉整理，对重要的文

化历史事件做了比较系统的还原，这些故

事带给我们更多的文化自信，包括对自己

城市的文化自信，对自己大学的自信，对

我们所生活的脚下这片热土的自信。长

春出版社针对长春的城市历史、东北历史

文化、区域历史文化名人、优秀古籍等方

面，一直在不断地挖掘整理与系统推进。

在《先生向北》之后，将陆续出版《“长春记

忆”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11本）、《金毓

黻文集》等反映地方历史文化方面的图

书，继续推动区域历史文化项目的出版。”

隆起东北文脉 满载人文情怀
长篇历史文化随笔《先生向北》新书首发式举行

本报讯（记者李卓林）为了让全省农民工

子弟享受到省图书馆的优质文化资源，近年

来，省图书馆积极推进“学生书房”建设。日

前，由省图书馆（吉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携

手白山市图书馆开展的“学生书房”建设暨作

家进校园活动走进白山市浑江区河口小学，

又有一家“学生书房”在此落户。

这一天，对于白山市浑江区河口小学的

孩子们来讲，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一辆来自

省城的白色面包车为他们带来了500册少儿

图书和500册少儿期刊，这些资源里既有省

图书馆为“学生书房”建设专门准备的书刊，

也有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审读室、长春市第十

九中学及部分爱心读者为农民工子女捐赠的

图书。当这些充满爱心的书刊被摆放在学校

各楼层的图书角后，立刻为学校增添了浓浓

的书香气息。

据白山市图书馆副馆长李彤介绍，白山

市浑江区河口小学的农民工子女比例较高，

学校为了开阔孩子们的视野，丰富孩子们的

文化生活，每年都会举办校园“艺术节”、朗诵

比赛等活动。省图书馆“学生书房”的落户无

疑会让学校的阅读文化再上一个新台阶。白

山市浑江区河口小学校长孙洪敏则表示，一

定会充分利用这些图书，鼓励孩子们从图书

中汲取精神营养，用阅读改变未来。

学生书房揭牌仪式之后，我省儿童文学

作家郝天晓为孩子们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讲座《写作的秘密》。她从观察、思考、练笔三

个方面入手，讲解与游戏相结合，引导现场的

孩子们即兴创作。帮助孩子们树立梦想，获

得成长的力量，是省图书馆建设“学生书房”，

并依托“学生书房”开展各类活动的目标。未

来，“学生书房”这朵带着阅读力量的花将会

在我省更多的地方开放，为孩子们的童年带

来图书的芬芳。

让阅读引领孩子成长
省图“学生书房”落户白山农民工子弟校

为弘扬校园文化，展现新时代高中生青春风采。近日，靖宇县第一
中学举行了“不忘初心 筑梦青春”文化艺术节展演，同学们表演了优美
的舞蹈、精彩的演唱、深情的诗朗诵等节目，充分展示了学校素质教育
的成果，营造出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学校文化氛围。图为高一学生表
演的诗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郭志义 苏金凤 摄

本报讯（记者赵蓓蓓）近日，辽源市人

民广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伴随着激昂

的音乐，开场舞《盛世欢歌》拉开了该市龙

山区环保和安全主题晚会的帷幕。

一个多小时的晚会高潮迭起，精彩纷

呈。歌曲联唱《岁月留声机》中，一首首经

典老歌让现场观众回味无穷；诗朗诵《环

保进行时》由龙山区机关干部表演，他们

把本区开展的河长制、整治村屯等环保举

措，积极融入到节目里；原创歌舞《龙山

美》展现了龙山人民良好的精神面貌；舞

蹈《关东鼓韵》旋律欢快，鼓点铿锵，表达

了文艺志愿者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杂技

《手技达人》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现场

掌声阵阵……

在呈现给观众有关环保和安全等节

目的同时，龙山区还精心组织了《我和我

的祖国》《再唱军歌》和《我爱你中国》等节

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之际，龙山

区文艺志愿者共同向党的生日献礼。

主题晚会在合唱表演《我爱你中

国》和《幸福新起点》中落幕。许多百姓

都意犹未尽，恋恋不舍地离开。龙山区

西宁社区居民宋一鸣说：“这场晚会真

是太棒了，让我们在欣赏到精彩节目的

同时，还能了解到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的环保和安全知识，希望以后能多举办

这样的晚会。”

共 享 生 态 文 化 盛 宴
辽源市龙山区举办环保和安全主题晚会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65367部队库房新建、营房整修及附属配套工程 项目

地点：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招标规模：一标段（BL78J48lv2018-Ⅰ
01SG）营房整修2栋6351平方米；整修公寓4栋1095平方米；二标段
（BL78J48lv2018-Ⅰ02SG）库房新建3栋410平方米、新建装载平台240
平方米，营房整修2栋915平方米；配套防爆墙、避雷针、蓄水池、道路、
挡土墙、护坡、小桥等；合同估价：一标段：约190万元；二标段：约470
万元。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2018年7月12日15时。详情请登录中国
采购与招标网站http://www.chinabidding.cn查询。联系人：高慧
超 15344391686 电话：0435—3435833

65367部队 2018年7月3日

寻求地产项目合作伙伴
我公司在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有一房地产开发项目，位置东至互

助街、西至洛阳街、南至锦西路、北至绥中路，该项目总占地面积5085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4936.4平方米,其中一期建筑面积67330.3平
方米(已建完)，二期拟建筑面积57606.1平方米。现寻求二期开发建
设的合作伙伴，要求必须有独立法人资格和一定经济实力的房地产开
发企业，诚邀有意向单位实地考察。

联系人:邓士清 电话: 13331771775 85075752
李 岩 电话: 18686522496

吉林省地矿建设集团合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南湖街道办事处社会事务管理科科员赵红

兵由于擅自脱离工作岗位，失去联系已2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务员法》、《公务员辞退规定（试行）》、《吉林省公务员辞退实施细则

（试行）》的相关规定，经研究，已于2018年6月6日依法对你作出辞

退决定。请本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单位办理相关手续，

如对辞退决定不服，可以自辞退决定起三十日内申请复核或者申诉。

长春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6月30日

辞退公告

遗 失 声 明
●吉林省吉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将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辽源经济开发区孙伯光服装店

将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220400MA1424QH9G，声明作
废。

● 赵 金 奎 将 残 疾 证
22032319831209081752丢失，声明作
废。

● 杨 中 海 警 官 证 丢 失 ，警 号

120792，声明作废。
●张守龙将松江河镇天池圣景小区

C3区第15号楼一（单元）四层402房号
《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丢失，声明
作废。

● 兰 海 涛 （ 身 份 证 号

220103197606300612）将长春市富豪
花园锦城苑B座604室购房合同丢失，
编号XSJC198，特此声明。

●长春师范大学续英馗学位证丢
失，证件号：1020542012900340，声明
作废。

注销清算公告
吉林省和信糖业有限责任公司因经营不

善，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于2018年7月10
日停止经营，进入清算阶段，拟依法注销，本公
司清算组也于同日成立，请本公司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
债权，办理相关手续。

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春市长白路14号
联系人姓名：刘炎
联系电话：18204308525

遗 失 公 告
所有权人孙云舫，所有权证号：3-001479，

房屋坐落：辽北街西化小区9号楼0503002，总
层数：6，所在层数：3，房屋结构：砖混，规划用
途：住宅，建筑面积：42.23平方米，建成年份：
2009的房屋所有权证丢失，声明作废。

公告
所有权人孙云舫，所有权证号：3-001479，

房屋坐落：辽北街西化小区9号楼0503002，房
屋所有权证丢失，权利人已声明作废。现作出
补发公告，如30日无人提出异议，予以补发。

双辽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
2018年7月10日

注销清算公告
吉林省云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220101MA0Y644U2H）因经营不善，
经全体公司股东会议决定于2018年7月10日
停止经营进入清算阶段，拟依法注销，公司清
算组于同日成立，清算组成员：邹菲、李淼，负
责人：邹菲。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吉林省云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清算组地址：吉林日报社907室
联系人：邹菲
联系电话：18643070880

遗 失 公 告
产权人长春盛世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将长房权证字第20140936号的《房屋所有权
证》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补发公告
经长岭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审核，相关权利

人从公告之日起，15日内无人提出异议后，将
予以补发新的《不动产权证书》。

` 长岭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7月9日

遗 失 公 告
产权人（长春盛世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将长房权证字第20140724号的《房屋所有
权证》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补发公告
经长岭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审核，相关权利

人从公告之日起，15日内无人提出异议后，将
予以补发新的《不动产权证书》。

长岭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7月10日

遗 失 公 告
产权人郑东春将坐落于磐石市烟筒山镇

集体土地使用证丢失，土地证号为磐（字）第
310510号，现声明作废。

公 告
产权人郑东春将坐落于磐石市烟筒山镇

集体土地使用证丢失，土地证号为磐（字）第
310510号，已声明作废。现作出补发公告，如
15日内无人提出异议，予以补发。

磐石市国土资源局烟筒山所
2018年7月10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拟对吉林省吉隆

坡大酒店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权资产：

1、吉林省吉隆坡大酒店有限公司，债权总额19,772,394.61元,

其中：贷款本金 14,998,735.72 元,利息 4,773,658.89 元（截止到

2018年6月20日）。贷款方式为抵押，抵押物为债务人名下的房产

10,482.66㎡和土地1,511㎡，土地及房产抵押均已办理他项权利

证。该笔债权未涉诉。

2、中恒通（吉林）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债权总额97,742,409.67元,

其中：贷款本金 80,000,000.00 元,利息 17,742,409.67 元（截止到

2018年6月20日）。贷款方式为抵押和保证，抵押物为债务人名下的

位于吉林省磐石市明城镇的7处房产（面积为27,100.25㎡）、5宗土地

（面积为83,239㎡）；中恒通（福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卢汉旺和简新

莲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债权已在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进入强

制执行程序，目前处于评估拍卖阶段。

3、吉林晶辉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债权总额35,459,412.11元,

其中：贷款本金30,000,000.00元,利息5,459,412.11元（截止到2018

年6月20日）。贷款方式为抵押、保证和质押，抵押物为债务人名下的

位于德惠市胜利街东二道口的8处房产（面积7,508.32㎡）、1宗土地

（面积43,348㎡）；郭广辉、赵东梅、吉林晶辉肥料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郭广辉提供10,000,000.00元个人存单质押。该债权部

分已在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进入强制执行程序；部分未涉诉。

4、吉林晶辉肥料有限公司，债权总额39,642,941.40元,其中：贷

款本金30,096,701.25元,利息9,546,240.15元（截止到2018年6月

20日）。贷款方式为质押和保证，郭广辉个人存单（或保本型理财产

品）质押；庆丰集团吉林晶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吉林晶辉农业生产资

料有限公司、郭广辉、赵东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债权部分已

在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进入强制执行程序；部分未涉诉。

债权资产1、债权资产2为单户处置，债权资产3和债权资产4为

打包处置。

欲了解该债权详细信息请登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拍卖、要约邀请竞价转让、产权交易所转让或其它。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

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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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2018年7月11日；债权

资产1有效期限为2018年7月11日起至2018年7月24日止；债权资产

2有效期限为2018年7月11日起至2018年7月31日止；债权资产3、4

打包处置项目有效期限为2018年7月11日起至2018年7月31日止。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欢迎符合上述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购买等

事宜，若有异议或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上述债权1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上述债权2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上述债权3、4打包处置项目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

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

的举报。

上述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

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杨女士，张先生 联系电话0431-88402115、88402148

传真：0431-88402112

邮政编码：130000

联系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3999号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0431-8840211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2018年7月1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关于
对吉林省吉隆坡大酒店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