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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不算什么，只有治安稳定了，人民

满意了，才是我们边防战士最大的愿望。”这

是抚松县公安边防大队副大队长张玉刚常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一个背包，一把雨伞，不管风里雨里，不

管严寒酷暑，不管是清晨还是黄昏，在地处长

白山深处的东岗镇松山村总能看到张玉刚的

身影。他没有惊心动魄的壮举，没有轰轰烈

烈的大业，但他始终坚守着“为人民服务”的

初心，做好事、解难事,成为老百姓的“贴心

人”。

身为80后的张玉刚于2003年6月入伍，

武警少校警衔，曾任抚松县公安局东岗边防

派出所所长。从警十几年来，无论是当普通

民警、副所长、所长，还是副大队长，他始终

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率先垂范、恪尽职守，

为辖区内民族团结、平安建设作出了积极贡

献。

松山村是一个朝鲜族聚集的村落，在

此工作期间，张玉刚为了方便群众联系自

己，他制作了双语警民联系卡和预约走访

卡，并发放到每户村民家中，同时将服务

承诺和民警电话告知群众。为了方便和

朝鲜族群众沟通，他还自学一些简单的朝

语。

在一次走访中，他了解到儿童崔某的父

母丧失劳动能力、家中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

后，便积极帮助联系民政、劳动保障等部门，

为崔某捐款捐物、申请低保。年幼的崔某感

激地说：“警察叔叔真好，我以后也要当一名

警察，去帮助更多的人。”

张玉刚还与村里的两名贫困学生建立了

帮扶对子，每月定期为他们辅导功课，帮助他

们解决学习上的困难，家长和学生都被张玉

刚的举动深深感动。孩子们说：“我们无以为

报，只有认真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社

会。”

松山村由于地处偏远，很多人的户口

都存在问题，随着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

村民们认识到户口的重要性，于是纷纷找

到政府和派出所，希望帮助解决问题。张

玉刚便积极协调县政府、镇政府、民政、劳

动保障等部门，并深入辖区调查取证，往返

奔波近一个月，为11名老年人解决了户口

问题。

在走访调查期间，张玉刚发现辖区内有

一位93岁高龄老人，体弱多病，身边只有一

位 70多岁的女儿且根本没有能力照顾老

人。张玉刚默默记在心里，只要有空便去看

望老人，给她买些生活用品，帮她劈柴，和她

聊天，逢年过节走访慰问。附近的群众看在

眼里，感慨地说：“老太太真有福气，一分钱没

花，一点心未操，就有派出所的民警主动上门

解决了大困难。”

张玉刚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积极

主动地支持辖区农村的经济建设。他多次协

调科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传授科学种养技

术，鼓励群众因地制宜发展个体经营和特色

经济，逐渐引导帮助村民走上科学种植、养殖

致富之路。他还协调县农科人员组建科技服

务队，进村入户为群众解决生产技术难题，提

供致富信息。

张玉刚的事迹平凡而伟大，“为人民服

务”的初心，让他成为了老百姓的“贴心

人”。就是这样一名普通的边防警官，他把

一片赤子之心全部交给了党的事业和公安

边防。他被授予最美之星、民族之星当之

无愧！

记者手记：

身着军装，责任在肩。从警10余年的张

玉刚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初

心，把满腔忠诚奉献给了边防事业。他爱岗

敬业，无怨无侮，为边防事业作出了应有贡

献，以绵薄之力为少数民族团结、地方经济发

展和社会和谐添砖加瓦。从担任所长以来，

张玉刚帮助群众做好事若干件，赢得了村民

的广泛赞誉，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人民边

防爱人民”的庄严承诺。

百 姓 的“ 贴 心 人 ”
——记抚松县公安边防大队副大队长张玉刚

本报记者 张俊增

光 脑

光脑即光计算机，是一种计算

机，利用光的传播速度比电子速度

快的原理制成，由光导纤维与各种

光学元件制成，靠一小束低功率激

光进入由反射镜和透镜组成的光回

路来进行“思维”，同样具有存储、

运算和控制等功能。

光脑，人们也许还陌生，但制造光

脑的尝试，科技界早在20世纪50年代

就开始了，直至80年代中后期，才可以

说有了决定性的突破。20世纪90年

代中期，世界上第一台光脑由欧共体

的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等

国的70多名科学家研制成功，其运算

速度比电脑快1000倍。科学家们预

计，光脑的进一步研制将成为21世纪

的高科技课题之一，21世纪将是光脑

时代!

移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就是将移动通信和

互联网二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体，是指

互联网的技术、平台、商业模式和应用

与移动通信技术结合并实践的活动的

总称。

在我国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PC

互联网已日趋饱和，移动互联网却呈

现井喷式发展。随着宽带无线接入技

术和移动终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

迫切希望能够随时随地乃至在移动过

程中都能方便地从互联网获取信息和

服务，移动互联网应运而生并迅猛发

展。

移动互联网是一个全国性的、以

宽带IP为技术核心的,可同时提供话

音、传真、数据、图像、多媒体等高品

质电信服务的新一代开放的电信基

础网络，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

(毕雪整理)

本报讯（记者于悦 通讯员顾鑫）在秸秆禁烧工作中，梨树

县公安局积极配合职能部门持续加大防范、宣传和打击力度，

确保禁烧工作落到实处。10月2日，该局十家堡派出所拘留

一名焚烧秸秆违法人员,成为今年四平地区首例。

10月2日晚，十家堡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辖区群众报

警称：在靠山屯服务区附近有人焚烧秸秆。接到报警电话

后，民警姚蕴鹏、辅警柳双立即出警，并将情况向所长攸志

顺汇报，按照攸志顺所长的安排，村干部也前往现场控制火

情。

到达现场后，出警民警发现现场火情已经被扑灭，田地里

有明显的焚烧痕迹。经询问，违法嫌疑人赵某对在自家田地

里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对赵某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

处罚。

违法焚烧秸秆一村民被拘

本报讯（记者姜忠孝 通讯员艾青）让上访群众少跑腿，让

信访干部多跑道，这是全省信访工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的基本要求。年初以来，省信访局以“人民满意窗口”

创建工作为载体，努力打造“信访绿色通道”，使联系群众的

“桥梁和纽带”作用在系民情、通民心、达民意中切实得到发

挥。

省市县三级开展联合接访服务。目前，全省9个市（州）

60个县（市、区）基本建立了联合接访大厅，建筑面积最小的

不低于500平方米，最大的达到10000平方米。群众反映诉求

的过程中，可享受到“一站式”“一条龙”的信访服务。市县两

级普遍建立了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党政领导定期到信访大

厅接待来访群众。目前，全省信访业务实现了“五个面对面”，

即“面对面”告知，使每一位信访群众都吃下“定心丸”；“面对

面”督办，使每一个信访诉求都得到有效回应；“面对面”会商，

使每一件信访事项都得到妥善解决；“面对面”答复，使每一项

办理结果都让群众满意；“面对面”回访，使每一次办理过程都

经得起检验。

建立“人民信访快车道”。设立了省市县三级党委政府主

要领导信访信箱，从省信访局做起，建立了三级信访局长开门

接访机制。在基层信访部门，有的开展了信访绿色邮政服务，

有的开通了信访热线、信访局长邮箱，有的将“信访大篷车”开

进村屯。

让信访服务在基层扎根。推行综治信访站、民生服务站、

群众工作站“三站统管”社会管理新模式，在村屯和社区建立

“信访通道”联系点，聘请信访信息员和信访代理员，让信访便

民卡走进千家万户。

建立网上信访渠道。依托省网上信访投诉三级服务平

台，群众可以通过电脑、手机、微信随时随地表达诉求，让网上

信访成为群众信访的主渠道、移动端信访成为网上信访的主

要方式。延伸信访工作触角，引进第三方介入人民矛盾纠纷

调解。

坚持条块结合，多元化解。在信访工作中切实发挥工会、

妇联、共青团、残联、红十字会、慈善协会、企事业单位、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律师、心理咨询师和社会志愿者的作用，已成为

基层化解矛盾纠纷的又一创新实践。

打造信访绿色通道

创新实践服务群众零距离

随着天气转凉，连日来，长春市乘车去海南过冬的老年人多了起来。在锦州客运段客运三队第三包
乘组长春至三亚 Z384/3 次列车上，乘务人员着力做好服务工作，让老年乘客一路无忧。图为列车长耐
心为重点旅客讲解过海知识。 于勇 摄

初见瞿文瑞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位举手投足间散发着医务工作者的

质朴、谈吐间带着浅浅笑意的年轻医

生，亲和、热情又不失沉着、稳重……

近日，在吉大二院手外科采访中了

解到，由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勤学

苦练和坚持不懈，近年来瞿文瑞取得了

不少成果。攻读博士期间成绩突出，国

家公派他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神经生

物中心主攻神经损伤、再生以及重建方

面研究。参加工作后，在学校、医院领

导及师长的关怀下，瞿文瑞医疗和学术

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现任手外科主治医

师、神经功能及重建外科学组组长、白

求恩医学部留学生临床教学组组长，是

美国神经生物学会会员。

临床工作中，瞿文瑞主要诊疗各种

常见手足外科疾病，擅长臂丛神经损伤、

产瘫、中枢及周围神经损伤的诊断，软组

织调控及功能重建。他用大爱坚守着自

己的岗位，本着“对病人负责，对社会负

责”的态度和不断进取的精神，一丝不苟

地为病人服务，做到无微不至，让患者满

意。每当患者需要他时，即便是休息他

也会第一时间返回医院。患者能够尽快

康复，是他最大的欣慰。

在科研道路上，瞿文瑞始终严格要

求自己，不断探索，寻求突破。经过数

年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的综

合研究，提出将中枢神经系统（CNS）与

周围神经系统（PNS）整体治疗的概念。

共发表SCI 9篇，在多家国际专业期刊

上先后发表。

今年6月，瞿文瑞代表吉大二院参

加了“吉林大学第五届中青年教师双语

教学大赛”，经过激烈角逐，荣获一等

奖。这也是他今年4月作为吉大二院

“3D for U圈”参赛选手，代表中国队参

加2018年首届国际医疗质量与安全高峰

论坛暨品管圈大赛并摘得最高奖项——

金奖后的又一奖项。值得一提的是，吉

林大学第二医院“3D for U圈”曾参加

2017年第五届QCC大赛，并荣获特等奖，

是唯一一个用英文汇报的圈组。

作为一名医生，瞿文瑞爱岗敬业、

精益求精、恪尽职守，在进取中体现人

生价值。他说：“艰辛成就理想，汗水铸

就辉煌,荣誉代表过去，未来更待提

高。”简单的话语中有淡定，有追求，愿

他不断进取谱写新篇，为祖国的医疗事

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进取中体现人生价值
——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手外科主治医师瞿文瑞

本报记者 李玉鑫

遗 失 声 明

公 告
长春际华三五零四职业装有限公司以下人员旷工均超过一个月，

请本人于11月12日前到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到复工，逾期将按除名处
理，后果自负。特此通知。

详细名单如下：郑利、龙丽琼、刘香凤、闫玉静、刘四中、王艳丽、孙
秀丽、付强、赵连英、季文斌、李岩松、姚继玲、边爱军、于金海、胡晓云、
刘家宏、王法中、肖世龙、金毅、吕仁霜等20人。

长春际华三五零四职业装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0日

●九台市通顺达物流有限公司公
主岭大岭分公司将车号“吉CD780挂”
的 挂 车 营 运 证 丢 失 ，证 号 ：
220381213522，声明作废。

●朝阳区开心箐山麻辣烫店将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丢 失 ，编 号 ：
JY22201040031314(1-1)，声明作废。

●朝阳区笑笑千层蛋糕店将营业
执 照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
22010460301623，声明作废。

●伊通满族自治县景台镇富山村
村民委员会将法人章【孙晓光】丢失，声
明作废。

●薛婷，女，系长春中医药大学原
中医学院口腔医学专业2007届毕业
生 ，将 报 到 证 丢 失 ，报 到 证 号 ：
07101991346，特此声明。

●长江路经济开发区佰强电脑经
销部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220101MA14RRQ25D，
特此声明。

●二道区正元家具厂财务章、法
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伊通满族自治县金穗农业科学
研究所将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220323MA0Y384E6C，声
明作废。

●吉林省安迅运输有限公司将车
号为吉A4L189车的道路运输许可证丢
失，特此声明。

●王萌记者证丢失，记者证编号：
B22000155000180，声明作废。

● 李 文 龙 将
220183198604096079号身份证丢失，
声明作废。

● 关 永 鑫 （ 身 份 证 号
220181198804063519）将证件号码为
071300206的部队驾驶证遗失，声明作
废。

●赵洋将客货上岗证丢失，号码：
231083198101124418，声明作废。

●中共吉林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崔丽新将吉直党干证字第0010号工作
证丢失，声明作废。

●中共吉林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于晓峰将吉直党干证字第0107号工作
证丢失，声明作废。

●CHO YONG JU将护照丢失，
号码M23400089，声明作废。

●周喜英将身份证丢失，身份证
220122197407226527，声明作废。

●单凯将警官证丢失，警号
108182，声明作废。

询价公告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长春市宽城区天津路小学音乐、舞台设

备采购已由长春市宽城区财政局采购办公室批准招标，采购人为长春
市宽城区天津路小学，项目资金来自政府投资。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以询价采购的方式选择成交人。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
围。2.1项目名称：长春市宽城区天津路小学音乐、舞台设备采购。
2.2项目编号：FGJL-DLH2018016。2.3采购预算：人民币512,970.00
元。2.4招标范围：音乐、舞台设备等，具体内容详见采购清单。2.5
交货期：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完成供货并投入使用。2.6交货地
点：长春市宽城区天津路小学。2.7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
范、标准。3、报价人资格要求。3.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第22条规定的条件；3.2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并有效的制造
商或经销商，具有本次招标项目的经营范围；3.3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
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3.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
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
目投标。违反这两款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4、投标报名及询价通
知书的获取。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10月15日至2018
年10月17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9：00时至11：
30时，下午13：30时至16：00时(北京时间，下同)，持营业执照副本、近
三年（2015年—2017年）一项类似业绩、近三年（2015年—2017年）财
务审计报告、2017年至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委
托代理人身份证（以上材料原件及加盖公章复印件）及委托代理人授
权委托书原件到长春市南关区红晟陶然庭苑19栋6楼招标一部报名
并购买询价通知书。4.2询价通知书每套售价人民币300元，售后不
退。5、响应文件的递交及询价时间、地点。5.1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
时间及询价时间为2018年10月25日9点00分，地点为长春市南关区
红晟陶然庭苑19栋6楼会议室。5.2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
询价响应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6、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询价公告
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长春市政府采购网、长春市宽城区政府采购
网、长春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吉林日报、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
发布。7、联系方式。采购人：长春市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地址：长春市
宽城区，联系人：张博，联系电话：18643199615。招标代理机构：北京
泛华国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地址：长春市南关区红晟陶然庭苑19栋
6楼，联系人：张宁，电话：0431-81611007。监督部门：长春市宽城区财
政局采购办公室，联系人：张成，电话：0431-89990393。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四平市分行拟对以下抵债资产进行公开处置：
（一）原四平艾可斯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吉林省梨树县霍

家店经济开发区，占地面积57557.71平方米，办公楼及厂房车间等建
筑面积为9776.3平方米，机器设备72台（套）。

（二）原梨树县天成油脂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梨树县十家堡镇梨十
公路北侧，北厂区占地面积41156.45平方米，办公楼及厂房车间等建
筑面积为 23533.25 平方米，机器设备 33台（套）；南厂区占地面积
13149平方米，房屋及建筑物9063平方米，机器设备8台（套）。

（三）原梨树县北方粮油仓储贸易有限公司，位于梨树经济开发区
霍家店经济园区，占地面积143912平方米，房屋及地上构筑物11163平
方米，机器设备共6台（套）。

（四）原四平市鑫丰粮业有限公司，位于四平市铁东区山门镇，占地
面积2万平方米（租赁四平市实验林场土地），办公楼及厂房车间等建
筑面积为2112.97平方米，机器设备24台（套）。

（五）原吉林省增泽牧业有限公司，位于梨树县石岭镇哈福村四屯

石岭镇哈福村，占地面积20681.67平方米，办公楼及厂房车间等建筑
面积为3183.24平方米；位于梨树县榆树台镇闫家村二社，占地面积9,
386平方米，办公楼及厂房车间等建筑面积为5486.04平方米。

（六）原吉林省每天食品有限公司，位于四平市铁东区沥山路，占地
面积38,302.80平方米，建筑物7315平方米，机器设备等20项。

另: 位于梨树县梨树镇西北部原四平富邦饲料集团有限公司，占
地面积8,199.75平方米，办公楼及厂房车间等建筑面积为3330.35平
方米，机器设备7台（套）。位于梨树县园林中心南侧院内原四平天禹
酒业有限公司。占地面积8360.37平方米，5项房屋及构筑物面积为
918.54平方米、机器设备16台（套）。两项资产将于近期在淘宝网资产
竞价网络平台（网址：http://zc-paimai.taobao.com）上公开拍卖，敬
请关注相关竞拍信息。

上述拟处置资产面积及数据以买受人实际勘察为准，具体详情请面议。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434-5270899

刘先生 电话：0434-3266609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四平市分行拟公开处置抵债资产的公告

关于限期缴纳
土地出让金的通知

长春天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单位于2001年7月20日与我局签定了《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出让土地位于朝阳区南湖大路以南，出让用地

121347平方米，其中住宅87436平方米，商服33911平方米，

出让年限至 2041 年 2月 27 日，出让金额为 7,788,500.00

元。你单位至今未按合同约定向我局缴纳合同约定的土地

出让金，限你单位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十五日缴交纳合同约

定的土地出让金7,788,500.00元，滞纳金 (自2001年7月

20 日至 2018 年 9月 4日共 6246 天)7,788,500.00 元*3‰*

6246 天=145,940,913 元，上述两项金额总计 153,729,413

元。逾期不缴纳，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同时

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我局将保留解除与你单位

签定的该宗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请求违约赔偿的

权利。

长春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9月19日

关于限期缴纳
土地出让金的通知

长春市新元房地产开发公司：

你单位于1996年10月3日与我局签定了《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出让土地位于朝阳区大兴路24号，出让住宅用

地3017平方米，出让年限至2034年5月18日，出让金额为

633,570.00元，分二期缴纳，一期140,000.00元，二期493,

570.00元。你单位至今未按合同约定向我局缴纳合同约定

的二期土地出让金，限你单位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十五日缴

交纳合同约定的土地出让金 493,570.00 元，滞纳金 (自

1996年10月3日至2018年9月4日共7270天)493,570.00元

*3‰*7270 天=10,764,791.70 元，上述两项金额总计 11,

258,331.70元。逾期不缴纳，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同时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我局将保留解

除与你单位签定的该宗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请求

违约赔偿的权利。

长春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9月19日

本报讯（王师书）金秋时节，稻穗飘香。10月10日，国网长春市城郊供

电公司吕清森共产党员服务队结合秋季安全大检查，及时开展走村屯进

农田活动，为秋收顺利进行提供安全可靠的电力保障和优质高效的供电

服务。

据悉，共产党员服务队对各供电所辖区域内的所有涉及秋收、秋种用

电的线路和设施进行了全面巡视检查，及时消除用电隐患，从源头上保证

秋收期间供电设施“零缺陷”运行。同时，每天深入辖区田间地头，随时接

受群众报修和咨询，及时处理群众在用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开展安全

用电知识宣传，确保广大农民秋收期间安全用电。开辟秋收用电报装“绿

色通道”，进一步简化用电报装程序，确保广大农民秋收期间及时用电、舒

心用电。

眼下，村民们都忙着晾晒刚刚收割的稻谷。然而，部分困难户、留守

老人却因家里没有劳动力而发愁，吕清森共产党员服务队及时赶来援

助，给他们解了燃眉之急。佩戴红袖章的服务队员们分工协作，干劲十

足，帮助农户搬玉米、晾稻谷。还拿起扫把、垃圾桶等保洁工具，将村庄

及周边的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既方便了村民打谷收粮，也给村民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电力共产党员服务队真是我们的好帮手，不光

为家里检修，还深入田间地头为我们提供用电技术指导。”正在田间收割

的农民感激地说。

共产党员服务队走村屯进农田

帮助农民秋收 保障用电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