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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注 销 公 告
伊通满族自治县景台镇张三种植专业合

作社因经营不善决定注销，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3220323340065601Y特此公告。

●吉林省浩昌装饰工程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201042438023314）将公章（号
码2201000004192）、财务章（号码
2201660023599）、法人章（无号码）
丢失，声明作废。● 侯 雨 杉 将 证 书 号 为
2017122010002559的护士执业资

格证丢失，声明作废。
●张莹将吉林农业大学财务

会 计 教 育 专 业 证 号

101931200505000220毕业证丢失；

将吉林农业大学财务会计教育专

业证号1019342005P00302学士学

位证丢失，声明作废。

●光复路晨雾高山茶业经销

处将税务登记证副本丢失，税号：

35212819791117151Ⅹ，声明作废。
●朱卫明将长春大街西三马

路28号综合楼7门515室扩大面
积款收据丢失，号码0003156，金额

18460.00 元；号码 0002775，金额

18995.34，声明作废。

●史永慧将执业药师注册证

丢失，注册证编号：222217070261，

声明作废。

●长春金达洲骏成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将长春金达洲骏成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会机构信用代码证丢失，证号

Q9922010501496800P，声明作废。
● 张 明（ 身 份 证 号 ：

220381198408027410）将城市公交
驾 驶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证 号 ：

2203005080017160580）丢失，声明

作废。

●长春市二道区美容轩美容

美发名店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220105MA14NQG437，声明作废。

国网榆树市供电公司党委加强对基层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督导
国网榆树市供电公司党委全面开展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

民主评议党员督导工作，确保相关工作规范开展，保证取得预
期成效。

国网榆树市供电公司党委高度重视基层党支部专题组织
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认真把握规范活动程序和要求，
督导组认真履行职责，指导组织开展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
评议党员工作25场次，共有306名党员参加组织活动；各党支
部对活动时间、地点、程序提前下发通知，并对述职报告、自我
批评及互相批评等做好精心准备；全体党员逐一开展自我批
评，深入剖析自身短板，直面不足、揭短亮丑，把真心话摆在桌
面上，相互提醒、互相帮助，并以认真、诚恳的态度参加党支部
班子满意度和党员评价测评，收到良好效果。 （赵立民）

招 标 公 告
中海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分公司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吉林省分行委托,对网点施工单位选型入围项目以公开招标方式
进行招标，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前来参加。1、招标内容：拟选
聘35家装修施工单位选型入围。一标段：吉林市分行5家;二标段：延
边分行5家;三标段：白城分行和松原分行5家;四标段：四平分行和辽
源分行5家;五标段：白山分行和通化分行5家;六标段：直属支行10家
（长春地区含长春外县）。不得兼报兼中，入围不作为授予具体施工项
目的依据。2、合作期限：合作期限为三年;3、入围施工单位资格要
求：（1）了解中国银行网点装修改造施工工艺。（2）施工单位必须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承担民事
责任的能力和独立履行合同的能力，具有完成网点装修改造项目相应
的能力。（3）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
（同时具备建筑和装饰资质）三级及以上，且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具备专业的施工队伍，提供技术人员相关证书。（4）拟派项目
经理须具有国家注册建造师证书二级及以上，且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书，具有五年以上施工管理经验。（5）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注：本公告同时在采购与招标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上发
布，投标人在购买招标文件时，请携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资质证书、
法人授权函的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须加盖公章），其他事宜详见招标
文件。4、招标文件发售时间及地点：时间：2019年3月15日至2019年
3月21日每日9：00-16：00（周六、周日除外）。地点：中海建国际招标
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分公司（长春市西安花园1号楼3单元10楼）。5、招
标文件售价：每份文件1500元人民币。6、招标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吉林省分行;联系人：张凤华;电 话：0431-88409246;7、招标咨
询机构：中海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分公司;联系人：王晓云;
电话：13214432475 2019年3月15日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65334部队库区附属配套设施新建工程施工招标（1个

标段）；项目地点：吉林省四平市；
招标规模：防爆墙1424米，道路场坪32207平方米，围墙1348米

及消防等附属设施新建；
合同估计：约1894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年3月15日17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对外互联网网址军队采购网http://www.plap.

cn查询。
联系人：吴昊天 电话和传真：15843417766

中国人民解放军65334部队 2019年3月11日
关于给予魏廷敏开除处分决定的公告

魏廷敏，男，身份证号码：220421196209240059，因严重违反单位
规章制度，依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
年版）》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三百二十二条、第三百二十
三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经省行纪委会议集体审议、省行机关职工代
表专题会议表决及省行党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予魏廷敏行政开除处
分，双方劳动关系自2019年2月28日起解除。如对上述公告内容有
异议，可在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与省行人力资源部联系，逾期未联系，
则上述决定自公告之日起满三十日后即视为送达，双方劳动关系解
除。联系地址：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人力资源部，长春市西安大路699
号。联系人：耿志强、刘睿，联系电话：88408874、8840886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
2019年3月11日

集安消防开展“3·15”消防产品专项整治和宣传活动
为加大打击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的力度，切实消除因消防

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火灾隐患，提高全社会防控火灾能力，通
化消防支队集安大队以“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为契机，积
极行动部署消防产品专项整治行动和宣传活动，确保各类消
防产品的质量安全。

开展鉴别展示活动，加强防范能力。支队结合“3.15”举
行多种形式的假冒伪劣消防产品鉴别展示主题活动，现场咨
询、消防宣传展板、组织消防志愿者发放宣传资料等，向广大
人民群众宣传消防产品真伪鉴别方法、使用方法、维护方法，
以直观的方式让群众了解识别消防产品的真伪优劣的方法和
知识，提高人民群众关注消防产品质量，抵制假冒伪劣及不合
格消防产品，在全市营造出良好的整治氛围。

重拳出击，整治市场秩序。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辖
区消防产品使用和销售领域，认真查看了各单位消防产品。
重点对消防产品是否有“3C”标志，是否有相关市场准入证明
文件，是否存在销售、使用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等进行了检查，
并对单位提供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核实。同时
对单位负责人讲解了如何辨别假冒伪劣消防产品，提高销售
假冒伪劣消防产品危害性的意识，切实从源头上消除了由假
冒伪劣消防产品而生的火灾隐患。

拓宽宣传渠道，营造舆论氛围。支队借助微信等各种宣
传媒介，向社会广泛宣传消防产品质量法律法规、消防产品质
量安全基本知识、消防产品治理动态，向群众宣传讲解如何识
别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的有关知识，引导公众正确选用灭火器，
鼓励群众主动通过12315、96119等投诉热线，举报销售、使用
假冒伪劣和不合格消防产品的违法行为，进一步提升广大群
众对消防产品质量的关注程度，打假意识，形成全社会关注支
持消防产品质量监管工作的良好氛围。

注销清算公告
吉林省易晨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22010131679648X2）因经营不
善，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于2013年3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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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
权，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特
此公告。

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春市二道区吉盛
三期小区3-19栋3-506室

联系人:张唯剑
电话: 18143063033

吉林省内手机银行用户，使用手机银行生活缴费功能，

缴费成功后即可获得赠礼。

活动规则

1、客户需使用手机银行生活缴费功能缴费，方可参与

赠礼活动。

2、客户每月通过缴费交易获赠手机话费一次。

3、每月每名客户，每类缴费项目：（电费、移动话费、水

费）仅限参与一次。

4、每位客户每月最多获赠三次，先到先得，缴费金额不

限。

5、客户获得赠礼后，三个工作日内将话费充值至客户

手机银行注册号码中。

活动时间

2019年1月1日--3月31日

活动地区

电费：不含延吉

水费：辽源、吉林、四平

移动话费：长春、延吉、四平、白城、

辽源

活动奖品

获赠 5元手机

话费

生活缴费用中行手机银行，即可领话费

超市合作商库征集公告
项目名称：超市合作商库山东、东北内蒙片区征集（编号：LBWZ-

3001）
项目概括：我部拟引进若干家国内大中型连锁直营超市经营商

建立超市合作商库，入库供应商可根据片区划分参加我部所属单位
组织的超市招标。入库供应商通过单位招标成为超市合作商后，由
单位免租提供经营场所，并进行初步简装，经营期间只收取水、电、气
等基础物业费用。经营范围：主要包含日用（生活）商品、各类食品、
副食调料、糖茶饮料、日用洗化、办公耗材、文体用品、针棉织品等超
市经营范围内的预包装货定型包装产品、也可适当拓展单位所需服
务保障项目。资格条件及申请材料和递交要求详见军队采购网（
https://www.plap.cn）

资格预审申请材料递交时间及地点
（一）2019年3月6日至2019年4月8日
（二）递交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具体地点电询）
（三）联系人：孙助理17788866320

注销清算公告
吉林省泽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经

营不善，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于2019年3
月8日停止经营，进入清算阶段，拟依法注销，
本公司清算组于同日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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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18743009157
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春市朝阳区卫星

路11号恒光小区1栋1门105
联系人姓名：纪丽艳

减资清算公告
通榆县丰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220822316668883E）因经股东
需要原因，经公司股东决定，依法减资，从原
注册资本从800万元减至20万元，现予以公
告，请本公司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申
报债权，办理先关手续。

公司地址：吉林省通榆县通乾路（生产资
料大市场南侧）

联系人：宫伟
联系电话：1862676433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拟对从吉林省国资公司收购的吉林省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3户债权资产进行打包处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债务企业名称

中国服装工业设备成套公司长春市缝纫设备联

营经销处

长春市宏瑞物资经贸公司

长春市饮食机械器具商店

长春三联国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吉林省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吉林省中吉国际房地产开发公司

长春市食品集团公司商场

长春市锻造厂

长春市远达石墨厂

长春市双阳区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

长春市旺维商贸有限公司

长春市开运商厦

长春市新华五金交电化工商场

所在地

长春

长春

长春

长春

长春

长春

长春

长春

长春

长春

长春

长春

长春

债权本金

1,120,000

300,000

278,500

2,000,000

7,250,000

1,250,000

400,000

700,000

297,000.00

160,000.00

372,714.59

1,508,400.00

429,300.00

16065914.59

利息

1,201,492.23

197,656.11

294,242.3

2,396,490.65

2,633,209.27

1,289,459.92

210,084.41

537,939.17

263,240.08

130,004.08

137,040.25

2,009,782.37

210,160.72

11510801.56

本息合计

2,321,492.23

497,656.11

572,742.3

4,396,490.65

9,883,209.27

2,539,459.92

610,084.41

1,237,939.17

560,240.08

290,004.08

509,754.84

3,518,182.37

639,460.72

27576716.15

贷款方式

保证，保证人为长春市西装厂、长春市衬衫厂、长春市服装四厂、长春市纺织原料经销公司、长春市西三马路机电产品商店

保证，保证人为长春宏新企业集团公司

保证，保证人为长春市饮食机械总厂

保证，保证人为长春新世界广场有限公司

保证，保证人为吉林省建材市场

抵押和保证，抵押物已处置完毕，保证人为中国吉林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保证，保证人为长春市食品集团公司

保证，保证人为长春市金钱农工商公司

实为信用

保证，保证人为长春市双阳区利民房地产开发公司

保证，保证人吉林汇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路分公司

抵押，抵押人为债务人

抵押，抵押人长春市新华五金交电化工商场，抵押物为大马路地下人防工程四道街段地面管理房243平方米、地下人防工程200平方米

以上13户债权拟处置贷款本金合计为16,065,914.59元，利息合
计11,510,801.56元，债权金额合计27,576,716.15元。贷款方式为
抵押和保证。欲了解抵押及保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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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要约邀请竞价转让、产权交易所转让或其他，可以
根据意向买受人意向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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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条件 一次性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公告发布日期：2019年3月15日；公告有效期限为2019年3月15

日起至2019年3月28日止。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

资料为准。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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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公示事项
联 系 人：赵先生 邸先生

联系电话：0431－88402152 88402112
邮政编码：130000
联系地址：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3999号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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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15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对吉林省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3户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13户债权明细表

合计

单位：元

本报3月 14日讯（记者温月）今天，省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家福到吉林市实地

调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并主持

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政法机关、纪检监察

机关、组织部门负责同志对专项斗争的意

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短

板弱项，精准施策发力，以久久为功的韧劲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胡家福强调，要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

个关键少数，充分发挥其以上率下作用，

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提升政治站位、落实落

细工作举措，切实通过专项斗争检验政治

担当。要紧紧抓住线索摸排这一基础前

提，密切关注套路贷、虚假诉讼等新型涉

黑涉恶犯罪，有效运用大数据等科技手段

串并研判历年警情，着力增强线索来源的

广度、深度、精度。要紧紧抓住大案攻坚

这一关键环节，通过加强业务培训、完善

检法机关提前介入机制、组建专业办案团

队等措施提升办案质效，实现对黑恶势力

犯罪的精准打击。要紧紧抓住打“伞”破

“网”这一工作导向，坚持扫黑除恶与深挖

“保护伞”同频共振、同向发力，通过提级

管辖、指定管辖、异地用警、联点包案等办

法突破案件，坚决做到除恶务尽、挖根见

底。要紧紧抓住统筹协调这一重要方法，

注重发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的作用，统筹

整合各方资源，全面查找堵塞教育卫生、

矿产开采、工程建设、交通运输、文化旅游

等重点行业和领域的监管漏洞，持续整顿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努力从源头上遏制

黑恶势力滋生蔓延。

胡家福在吉林市调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时强调

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本报3月14日讯（魏静 记者刘佳宁）为

推进我省国土绿化进程，助力乡村振兴和美

丽吉林建设，今天，全省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

工作视频会议在长春召开。副省长李悦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省国土绿化工作

成效显著。2018 年完成造林更新 80.8 万

亩、清收还林 67.41万亩、森林抚育 313万

亩、后备资源培育 81万亩，县级以上城市

新增绿地面积近1400公顷，绿化美化村屯

593个。

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实施“三大主体功

能区战略”，坚持城乡统筹、分区施策，因地制

宜、因害设防，挖潜力、补短板，增绿量、提质

量，全力开创我省国土绿化工作新局面。要

加快推进林草生态保护修复，抓好第二个十

年绿美规划收尾等工作，提升城市绿化美化

水平，加大村屯绿化美化力度，协同推进部门

绿化，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

会议要求，全省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创

新体制机制，强化质量监管，搞好宣传发动，确

保国土绿化任务落到实处。

全力开创我省国土绿化新局面
全省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工作视频会议在长召开

本报3月14日讯（记者祖维晨）今天上午，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省民政厅和

省老龄办牵头起草的《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实施

意见》正式印发。这是一项关系全省老年人照

顾服务项目的惠民政策，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实际举措，也

是贯彻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制度安排。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了32项老年人照顾

服务项目。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建立以生活

照料为基础，专业护理为支撑，多层次、多主

体、多模式的居家养老照护服务体系；进一步

完善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生活津贴

补贴制度；推进老年宜居社区、老年友好城市

建设，逐步开展社区、家庭涉老化设施改造。

健康服务方面，建立健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制度，开展老年常见病、慢性病的健康指导和

综合干预；做好60周岁以上老年人每年一次

免费健康体检工作，并建立健康档案；加大推

进医养结合力度，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

服务融合发展，为老年人提供治疗期住院、康

复期护理、稳定期生活照料以及临终关怀一

体化服务。交通出行方面，实行65周岁以上

老年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汽（电）车、轻轨、地

铁客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所有公共交通工具

应逐步配备老弱病残专座；新（改）建汽车客

运站对老年人等重点旅客候车室（区）、无障

碍通道和服务设施实行同步规划、同步设计、

同步竣工验收和同步使用。文体教育方面，

优化老年教育体系结构，建立健全“县（市、

区）—乡镇（街道）—村（居委会）”三级社区老

年教育网络，方便老年人就近学习；推动老年

大学面向社会办学，减免享受低保政策的老

年人进入老年大学（学校）学习的学费；收费

公园、园林、景区、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

对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收门票，未满65周岁

老年人享受门票价格优惠；外埠老年人享受

同等优待。法律服务方面，扩大法律援助覆

盖面，将老年人法律援助受案范围扩大到劳

动保障、婚姻家庭、食品药品、文旅产品、教育

医疗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事项；降低法律援

助门槛，放宽经济困难标准，将老年人的经济

困难标准放宽到最低工资标准的1.5倍；鼓励

司法鉴定机构根据老年人的具体情况，采取

上门服务和为经济困难老年人提供减免鉴定

费用的“服务老年人三到一免”措施。

《实施意见》提出的照护服务涵盖老年人医、

食、住、用、行、娱等各个方面，重点关注贫困、高

龄、失能、空巢、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及低收入

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注重城乡统筹和政策衔接，

体现了我省老年人照顾服务工作的新发展。

我省出台老年人照顾服务惠民政策
32项照顾服务项目涵盖医食住用行娱等各方面

本报3月14日讯（记者叶爽）今天下午，由中国人民银行长

春中心支行发起，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共同主办的以“权利·责任·

风险”为主题的“2019年吉林省金融系统3·15金融消费者权益

日”大型公益宣传活动在长春欧亚卖场举行。

此次活动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播放短片等方

式，辅以歌舞、快板书、情景剧、金融知识现场问答等喜闻乐见的

宣传形式，解析电信诈骗典型案例、普及金融知识，同时宣传普

及金融消费者享有的各项法定权利以及与权益相关的内容，加

强对金融消费者风险责任意识的教育，引导金融消费者通过合

法程序理性解决金融消费争端。

我省开展“3·15金融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上接第一版）审议中，代表们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代表们的审议意见，对各自的报

告认真进行了修改。主席团常务主席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

和报告修改情况，建议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并代拟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的两个决议草案。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信春鹰作的大会秘书处关于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据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

团1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会议。

会议应到176人，出席169人，缺席7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3月14日，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关于

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六个决议草案，外商投资法草

案建议表决稿，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张荣顺辞去第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一致同意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

决。主席团常务主席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建议将各项决议草

案表决稿、外商投资法草案表决稿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关于

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张荣顺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草案表决稿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主席团会议经分别表决，决定将上述草案表决稿提请大会

全体会议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