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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吉林光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于2018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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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办理相关手续.

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春市绿园区春城大
街26号

联系人姓名:田丽颖
联系电话:13180811707

注销清算公告
遗 失 声 明

●吉林警察学院李雨桐将

1802020313 号学生证丢失，声明

作废。

●董银将存档手册丢失，编

号为191608，声明作废。

●付伟光 将吉林大学 工业

与民用建筑工程专业 函授本科

毕业证丢失，入学时间2002 年 9

月20日，毕业 时间2005 年6月

30 日 ， 证 书 编 号 ：
101835200505001536，声明作废。

●曲亚红将吉林省电大毕业
证丢失，毕业证号为9960926，声

明作废。
●长春工业大学李振功将学

号为201610001的学生证丢失，声
明作废。

●朱淹博将律师执业证丢
失 ， 身 份 证 号 码

220102197206174411，律 师 执 业
证号码12201200310393902，特此
声明。

●孙艳丽将出租车从业资格
证丢失，声明作废。

● 张 含 蓥 将

22010419750410094X号身份证丢
失，声明作废。

● 芦 宝 文
（22010519541014261X）将 吉 军
A004109号残疾军人证丢失，声明
作废。

●王秀平就业失业证丢失，
证号 2208220018000188，声明作
废。

●孟德帮将吉林工学院计算
机及应用专业98届毕业证丢失，
证书编号：10190120010681278，

发证日期：2001年7月20日，声明
作废。

●伊通满族自治县黄岭子

镇和平村兰鹏苗圃将开户许可
证 J2432000309301 丢失，声明作
废。

四平市棚改小区商业房公开销售
我市现有棚改小区商网房，共9个小区的761套商网房拟近期进

行公开销售。具体房源信息如下：
⑴滨河家园小区122套（迎宾街下穿桥洞北桥头以西）
⑵天桥怡苑小区24套（中央东路至薄板厂）
⑶东达小区42套（中央东路至薄板厂）
⑷棚改9#地块小区23套（北一纬，东山路至联合化）
⑸美好景苑小区32套（南四纬路一经街）
⑹美好嘉苑小区47套（六中附近）
⑺美好丽苑小区19套（北大桥桥东）
⑻东方居小区305套（万达小区北侧）
⑼美好雅苑147套（第十三中学南侧）
现面向社会公开销售，有意者请恰谈。
商网房销售办公地点：四平市铁东区南四经街、南五纬路（新黄土

坑派出所斜对面），棚改商网房销售工作联系处，联系电话：0434-
5079992/5079993。

四平市棚改存量商网楼预售工作领导小组
四 平 市 水 投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2018年12月27日

吉林省尊诺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因经营不
善，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于2018年12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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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本公司债权人于公告
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请报债权
办理相关手续。

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春市二道区亚泰花
园樱花苑1幢103号房

联系人：王彦达
联系电话：19903335868

注销清算公告
长春欣荣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220101MA0Y5Q268U）因经营不善，经
公司股东会议决定于2018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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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天琦，王晓霞，负
责人：郭天琦。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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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欣
荣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春市二
道区滨河东七区704栋404室，联系人：郭天
琦，电话：13844088967

长春欣荣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注销清算公告 招租公告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拟对长春邮区中心局站前枢纽

大楼进行公开招租。大楼坐落于长春市宽城区长白路21号，建筑面
积约15800平方米，招租面积为10539.29平方米。

报名时间：2019年1月2日至2019年1月10日。
具体招租事宜查询请登录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官方网站查询“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省分公司长春邮区中心局站前枢纽大楼进行公
开招租项目”，网站地址为：http://www.chinapost.com.cn/htmll/
category/181313/7294-1.htm。

联系人：郭先生
联系电话：0431-82757640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2018年12月26日

根据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工商注册号：22010101000695X，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743028725R）的股东决议与一汽客车有限公
司（ 工 商 注 册 号 ：220108000000809，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20101743012029B）的股东决议，两公司拟进行吸收合并，合并完成
后，被吸收方一汽客车有限公司依法解散注销，吸收方一汽解放汽车有
限公司存续。合并前两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存续的一汽解放汽车
有限公司承继。请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45日内书面向公司要求
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行使上述权利的，吸
收合并将按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联系人：姚 悦 电话：0431-82027291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汽车开发区东风大街2259号
一汽客车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 喆 电 话：0431-84626269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路3969号

2018年12月28日

吸收合并公告

这是普及知识的课堂，这是极具魅力的盛

会。

12月10日起，由吉林日报社主办、太平人

寿吉林分公司独家冠名的“对话保险，共享太

平”全省巡讲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本次活动为

期十三天、会场遍布在长春、延边、吉林、松原、

通化、辽源、四平、白城和白山九市州、共3000余

人参与。作为2018年最为重磅的一次保险盛

宴，本次巡讲可谓是盛况空前，对于现场参与的

人来说，巡讲犹如一盏“指明灯”，有助于他们近

距离接触保险文化，在纷繁复杂的保险产品中

做出精准选择。

近些年，保险业在教育公益、绿色环保、扶

贫帮困、灾害救助等公益慈善领域，在保险宣传

“进学校、进社区、进工厂、进农村、进机关”活动

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都充分

展示了保险业激情澎湃的正面形象，展现了保

险业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展示保险

保障力量，全面提升保险业的社会形象。

“对话保险，共享太平”巡讲活动就是在这

种强大而充满正能量的背影下孕育而生的。讲

座邀请到的是保险行业的资深专家，毕业于清

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复旦大学EMBA的王辰教

授。王教授从“保险是什么，保险有什么用”这

一话题入手，将保险在抵御风险、保障生活不被

改变等方面作用进行详细讲解，语言深入浅出、

诙谐幽默，让与会者在欢声笑语间轻松了解了

保险的保障真谛，同时又发人深省。每到一处

会场，王教授通过他的个人魅力“吸粉”无数，参

与者反响热烈。

“第一次听到一个老师把保险知识讲得这

么轻松快乐，以前听的保险案例都挺悲情的，以

至于一提起保险大家都不爱听，但实际上保险

能很好地为我们生活保驾护航。”讲座结束后，

特意从榆树赶来长春参会的鞠女士觉得自己对

保险开始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她表示今后还

要在保险领域继续投资。

松原会场的宋先生是与家人结伴而来的，

他告诉记者：“以前觉得自己对保险还挺了解

的，但今天参加完讲座后，才发现自己对保险的

认知还有一定的误解。保险的购买不是越多越

好，而是要有一定的规划，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的。”

白山会场的王女士告诉记者：“我多年来

一直关注着保险，关注着中国太平，2018年中

国太平高质量进入了世界500强。作为一家享

誉国内外的保险企业，太平多年来一直坚持对

广大老百姓普及保险知识，用润物细无声的方

式让保险深入百姓心中，加强了保险的意识，

真正为百姓送去了实惠的保障，而这个活动可

以说是太受欢迎了，举办得非常圆满，太平真

棒！”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

提高，对风险的规避开始有了足够重视。保险

在养老年金、补充医疗、大病保障等多个领域与

社会保险互为补充，共同构建起了多层次的社

会保障体系。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保险真谛，感

受保险魅力，享受保险保障，今后这种宣传巡讲

活动要持之以恒地开展，真正实现“保险让生活

更美好”！

了解保险真谛 感受保险魅力 共谈保险保障
——“对话保险 共享太平”巡讲纪实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马璐）今天下午，

由省政府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教育厅、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广播电视局、省体育局联

合承办，省文化馆、吉林广播电视台协办的“健

康生活·悦动吉林”百姓大舞台——2019吉林

省“百姓春晚”在吉林广电大厦1号演播厅上

演。

在大型舞蹈《盛世欢歌》的劲歌热舞中，本

场晚会拉开序幕。三大板块、16个节目，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生动展现了吉林百姓的精神风

采。晚会中，我省青年演奏家宋京以唢呐演奏的

《粮满仓》为家乡发展鼓舞喝彩；诗朗诵《假如我

是一个画家》则用文字与声音的完美融合，尽展

吉林大地的人文地理风情；由白山市少儿戏曲

培训基地的20多个孩子表演的京剧《梨园新

蕊》，用稚嫩童音演绎了国粹精典的大将风采。

晚会中的民族元素也让观众眼前一亮：既有热

情奔放的民族歌曲联唱，又有藏族舞蹈《戴天

头》，也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鲜族顶

水舞《山水情》，更有别具一格的原创民间舞蹈

《浣溪沙》，让观众一饱眼福。

“这场百姓春晚共有500余人参加演出，

他们来自我省的各行各业，有小学生、大学生、

运动员、医护人员、农民、群文工作者等，其中

不乏行业能人、草根明星及在全国群众赛事中

获奖的优秀团队。大家参与演出的热情非常

高，其中有一半的节目都是原创作品，希望通

过这些优秀的节目来表现百姓眼中家乡的繁

荣发展与变化，同时也为百姓搭建一个更为专

业的展示平台。”本场晚会导演之一、省文化馆

文艺部主任赵艳文向记者介绍说，这场晚会将

在2019年春节期间播出。

2019吉林省“百姓春晚”欢歌热舞迎新年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马璐）由长影

集团领衔出品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

点影片《黄大年》上映半个月以来，在全国

多地掀起了观看电影的热潮。今天下午，

记者在长影电影院采访了部分前来观看

《黄大年》的观众，影片中黄大年教授不求

名利、甘于奉献、至诚报国的伟大事迹令观

众深受感动和鼓舞。

影片《黄大年》12月11日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了全国首映式，给很多观众

都留下了深刻的观影体验。东北师范大

学信息化管理与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李向

龙看完影片后表示，他被黄大年老师的

爱国精神、科研奉献精神深深打动，“电

影中，我看到黄大年老师把所有的精力、

时间、爱心都投入到他的科研事业上，投

入到他的团队上，为国家的地球深测事

业贡献了全部精力。对于我来说，在工

作中，要学习他那种为科研献身、追求真

理的精神。”

在今天前往长影电影院观影的人群

中，还有一位特殊的观众——东北师范大

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王国巍，他与黄大年

曾经在工作上有过一些接触。在他的印象

中，黄大年老师为人随和，谈吐幽默。对他

来说，观看电影《黄大年》既是一种缅怀，也

是学习，“我一边看电影，一边情不自禁地

回忆起我俩在现实中的相识经历，那是一

种很复杂的心情，既感慨又惋惜。黄大年

先生的伟大精神值得我们一直学习下去，

他不愧是中国科学家的典范！”

来自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直属机关

委员会的水土保持处副处长任明认为黄大

年不忘初心、至诚报国的情怀值得学习，

“现在水土保持工作是生态文明的一个重

要内容。我们要把黄大年精神带到水土保

持行业中来。”

据了解，电影《黄大年》自全国院线上

映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

是我省各党政机关、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

已将本片纳入主题党、团日活动的重要内

容，纷纷组织党员、团员及职工走进影院观

看该片。长影集团电影发行部工作人员马静静说：“作为长影集

团的一名发行员，这部影片不仅是我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

我也是带着责任感和使命感去传递着黄大年教授‘心有大我、至

诚报国’的爱国精神。我真心希望能有更多观众可以通过这部

影片更加立体地去了解黄大年教授，学习黄大年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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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裴雨虹）今晚，

2018年吉林省优秀戏曲剧目晋京展演的第三

场演出——吉剧《一夜皇妃》在北京剧院上

演。演出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吉林省演出

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省戏曲剧院吉剧团演出。

吉剧《一夜皇妃》源于满族民间传说，讲述

了清朝青年天子出巡狩猎，巧遇活泼纯情的满

族少女满苏，二人不顾悬殊的身份地位而相

爱。为了爱，皇帝屈尊就俗“绕帐篷”“争被

子”；为了爱，民女智解太后“选带迷”，巧计献

宝见皇帝，师从皇后学宫规……但这一切，仍

逃不过高高宫墙织成的无情的网，皇帝不想满

苏成为可怜的笼中鸟，忍痛割爱让她重返白山

黑水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吉剧《一夜皇妃》满族风情浓郁、载歌载

舞，剧中展现的吉剧手绢、长绸的独特技艺

令该剧具有很强的艺术性与观赏性。该剧

也继承和发展了吉剧悲剧喜唱的独特表述

方式，始终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推进情节、

刻画人物。剧中的丑角——皇帝的贴身太

监“小伶俐”充分表现了该剧的喜剧色彩，语

言诙谐、善解人意，起到了推进剧情、化解矛

盾的重要作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吉剧《一夜皇妃》于1989年首演，经过不

断打磨，成为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较大影响

的优秀剧目。2014年省戏曲剧院吉剧团复

排该剧，在灯光、舞美、服饰上都作了改进，

让舞台效果更绚烂、人物更鲜活，复排版的

表演更加生活化，让观众在欣赏经典的同时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此次晋京展演也是吉

剧《一夜皇妃》首次来到北京，“这次演出是

由我们团内的几位优秀青年演员担当主演，

以向北京观众展示近年来我们吉剧青年后

备力量的培养情况。”省戏曲剧院党委书记

罗成金表示。

再现经典 演绎动人爱情故事
吉剧《一夜皇妃》在北京上演

近日，集
安市老干部局
举行庆祝改革
开 放 40 周 年
暨庆元旦迎新
春文艺汇演，
老同志以健康
向上的精神风
貌, 表 演 了 十
余 个 精 彩 节
目。图为老年
大学声乐班师
生 表 演 大 合
唱。

杜兴武

汪澜 摄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董博）今晚，2018-2019“VHL-丝路杯”高级

冰球联赛继续进行，吉林城投冰球队2018年的最后一个主场之战在吉

林市打响，城投队不负众望，以3比0击败叶尔马科队。

上一轮，城投队以4比2再次战胜冶金队，完成本赛季里“双杀”冶

金队。在此前的客场比赛中，城投队以2比1小胜叶尔马科队。本场比赛

城投队力求再次“双杀”对手，完成2018年收官之战。

比赛伊始，两队就打出了火药味。冰球比赛的拼抢和碰撞也是比赛

的一个看点。首节，城投队就取得进球，第16分钟主队47号列别杰夫·

伊戈里进球，这是一粒前场抢断，直接打门成功。第一节1比0，城投队

领先。进入第二节，城投队依旧攻势如潮，占据上风。客队2分钟内先后

高杆、绊人两次犯规，让城投队获得5打3良机，第32分钟城投队69号

盖辛·鲁斯兰再下一城，以2比0领先结束第二节。最后一节的最后1

分钟时，叶尔马科队一度在场上形成多打少的局面，但却被城投队顽强

的防守形成反击再入一球，城投队最终以3比0赢得比赛。

打赢2018年收官之战

城投队主场3比0胜叶尔马科队

第四届中国·老白山雪村国际文化旅游节开幕

本报讯（记者陈婷婷 叶爽）12月25日，由长白山森工集团、

延边大学主办，延边州旅游发展委员会、中共敦化市委、市人民

政府、黄泥河林业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中国·老白山雪村国际

文化旅游节暨2018冰雪吉林行在敦化市黄泥河林业局团北林

场老白山雪村盛装开幕。

本次活动以“金山银山老白山，雪村雪人雪中情”为主题，依

托老白山景区优越的生态资源优势、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深厚的

文化内涵，打造雪村冬季多元化冰雪旅游新亮点。

吉林艺术学院2015级民间舞女班毕业汇报举行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王瑞）今天下午，吉林艺术学院舞

蹈学院2015级民间舞女班毕业汇报演出在学院现代剧场举行。

演出分为“记忆”“传承”“问道”三大篇章，20余个舞蹈剧目闪亮

登场，毕业生用精彩的舞姿表达出对生活的热爱、对艺术的追

求。

2015年，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邀请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

席、省舞蹈家协会主席王小燕担任民间舞的女班教师。经过4年

的教学，这个班级在东北秧歌等舞蹈专业领域成绩斐然。

吉林省卫生工作者书法家协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王瑞）12月23日，吉林省卫生工作者书法家协

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长春召开，这标志着吉林省卫生工作者书

法家协会正式成立。会议审议通过了《吉林省卫生工作者书法家

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吉林省卫生工作者书法家协会第一届理

事会。

新华社体育部评出2018年中国十佳运动

员如下：

1、武大靖（男，24岁，短道速滑）

武大靖在平昌冬奥会上夺得短道速滑男

子500米冠军并两次刷新世界纪录，为中国代

表团赢得本届冬奥会唯一一枚金牌，实现中国

冰上男子单人项目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11

月，在短道速滑世界杯美国盐湖城站500米比

赛中，武大靖以39秒505的成绩夺冠，并再度

改写世界纪录。

2、苏炳添（男，29岁，田径）

苏炳添在雅加达亚运会男子100米比赛

中以创赛会纪录的9秒92夺冠。此前，他在世

界田径挑战赛马德里站和钻石联赛巴黎站两

度跑出9秒91，追平亚洲纪录。室内赛场，苏

炳添连续获得三站世界室内巡回赛男子60米

冠军，赢得该项目总冠军，并两次刷新自己保

持的60米亚洲纪录；随后他在世界室内田径

锦标赛上夺得男子60米银牌，再度将亚洲纪

录改写为6秒42，创造了亚洲选手在该项目上

的最好成绩。

3、徐嘉余（男，23岁，游泳）

徐嘉余在雅加达亚运会上包揽50、100、

200米仰泳三项冠军，还拿到两枚接力金牌，

以五金成为中国队夺金最多的选手。他还在国

际泳联短池世界杯连续两站赛事上包揽仰泳

项目全部三金，其中在东京站以48秒88的成

绩打破100米仰泳短池世界纪录。年末，他在

短池游泳世界锦标赛上夺得100米仰泳银牌。

4、朱婷（女，24岁，排球）

朱婷作为队长，带领中国队重夺亚运会女

排冠军，并在世界女排锦标赛中摘取铜牌，个

人入选最佳阵容。此外，朱婷随瓦基弗银行队

夺得土耳其女排联赛冠军，并帮助球队卫冕欧

洲女排冠军联赛冠军和世界俱乐部杯冠军，荣

膺世界俱乐部杯最有价值球员和最佳主攻。

5、居文君（女，27岁，国际象棋）

居文君在5月的世界国际象棋女子锦标

赛冠军对抗赛中击败谭中怡，成为中国第六位

国际象棋世界棋后。11月，她又在世界国际

象棋女子锦标赛中夺冠，一年内两度封后。

6、王霜（女，23岁，足球）

王霜当选2018年度亚洲足球小姐，成为

继孙雯（1999 年）、白洁（2003 年）和马晓旭

（2006年）后，历史上第四位获此殊荣的中国

球员。她在女足亚洲杯上打入4球，帮助中国

队获得季军，并在雅加达亚运会上夺得银牌。

8月，王霜加盟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

7、武磊（男，27岁，足球）

上海上港队的武磊在本赛季中超联赛中，

以27粒进球（无点球）打破尘封多年的本土球

员单赛季进球纪录，荣膺中超最佳球员和最佳

射手，并帮助上港队打破广州恒大队七年垄

断，赢得中超冠军。

8、巩立姣（女，29岁，田径）

巩立姣在雅加达亚运会上卫冕女子铅球

冠军。今年她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夺得两

站冠军，其中在摩纳哥站掷出20米 31的佳

绩。随后又在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夺魁，继

2017年后再次赢得钻石大奖。

9、施廷懋（女，27岁，跳水）

施廷懋在跳水世界杯上夺得女子单人、双

人3米板两块金牌，在雅加达亚运会上实现女

子双人3米板三连冠并首夺单人3米板冠军，

实现在全运会、亚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和奥运

会3米板比赛中的金牌“全满贯”。她还连续第

四次当选国际泳联年度最佳女子跳水运动员。

10、肖若腾（男，22岁，体操）

肖若腾在多哈世界体操锦标赛上获得男

子团体和鞍马冠军，在男子全能比赛中虽与冠

军同分，但因打破平分规则获得银牌。在雅加

达亚运会上，他收获男子团体冠军、双杠亚军、

个人全能和单杠项目季军。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新华社体育部评出2018年中国十佳运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