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实习生张紫涵）5

月29日，农安县合隆镇污水处理厂实现了

一级A的稳定达标排放，进一步削减水污染

排放总量，为打好水污染防治工作夯实基

础。

合隆镇污水处理厂超标排放问题是长春

市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之一。长春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多次组织各部门和专家现

场考察，从运行队伍、系统监测、设备工艺、生

产运行等各方面推进合隆镇污水处理厂的整

改工作，目前该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工作

已顺利完成，运行状况良好。

农安县合隆镇是我省“经济发达镇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据了解，随着城镇化建

设和园区工业企业的发展，该镇每年产生工

业和生活废水400余万吨，环保问题成为农安

县委、县政府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农

安县合隆镇污水处理厂项目始建于2009年，

2016年8月完成建设并通水试运行，设计日处

理能力为1.5万吨，排放标准为一级B，处理范

围覆盖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范围内500余家

企业及合隆镇区居民、商业网点的生产生活

污水。随着环保标准的提高，2018年初启动

项目提标工程，计划将排放标准提高至一级

A。

为更好地改善环境，提升污水处理能力，

合隆镇政府购置了全新的在线监测仪器，建

设了标准的在线监测站房，委托专业的在线

监测运维公司进行管理，并与长春市环保局

进行联网，监测数据实时上传，每两小时更新

一次数据；对污水处理厂各系统的故障设备

进行了更新改造，对水解酸化池和生化池的

搅拌系统、斜管沉淀系统、内回流系统和曝气

系统进行了重点改造；指定专人负责工艺调

控，加强水质化验频次和质量控制，为工艺调

整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对运行记录、设备

和仪表台账、化验台账进行规范化管理。为

加强日常监管，合隆镇政府聘请专业管理人

员吃住在厂，对日常运行情况进行全过程监

管，同时定期组织专家入厂进行全程诊断，发

现问题及时提出，并与运行单位共同研究解

决方案。

下一步，农安县将在保持和完善现有管

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厂应急处

理能力，保证在进水水质出现波动的情况下，

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农安县合隆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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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3日讯（记者徐慕旗）今天，记者

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

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

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深入推进我省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省市场监管厅在

充分征求中省直有关部门意见和听取部分企

业代表、行业协会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代拟了

《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办法》，日前，已经省政

府常务会审议通过并印发。

这是省政府推进我省商事制度改革、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年底，我省

市场监管部门将完成双随机抽查全流程整合，

实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常态化；

2020年底，实现市场监管领域相关部门联合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常态化。此外，

国务院规定参与市场监管领域联合抽查的部

门是16个，我省基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开

展较早、成效较好，把参与部门确定为24个。

据悉，我省根据工作实际，确定了完善“双

随机、一公开”综合监管平台、健全完善随机抽

查事项清单、建立健全随机抽查“两库”、制定

随机抽查工作规范、统筹制定抽查计划、科学

实施抽查检查、强化抽查检查结果公示运用、

做好个案处理和专项检查工作等8项任务，明

确了各项任务的牵头部门和责任单位，并分别

提出了具体要求。

我省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
年底将实现全覆盖、常态化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实习生张紫涵）近

年来，通化县积极推动美丽乡村建设转型升

级，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整县推进试点为契

机，不断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加快推动乡

村振兴发展。

通化县建立完善资金保障机制，通过向

上争一点、县乡投一点、社会筹一点、集体出

一点、农民拿一点的筹资方式，多渠道、全方

位筹措新农村建设资金。目前，已累计投入

11.5亿元用于新农村建设。县财政每年拿

出400万元专项资金、乡村配套部分资金用

于乡村卫生保洁。

针对乡村的生活垃圾、河道垃圾、建筑

垃圾以及乱停乱放等不文明现象，通化县采

取多项措施进行集中整治，已打造新农村建

设标兵村41个、先进村60个，四种类型标杆

村达到163个。目前，共建成水源地保护房

189个、垃圾分类间134座、垃圾池1605个、

堆肥场110座，发放各类垃圾清运设备867

辆（台），投放垃圾箱3014个、家庭分类垃圾

桶64669个。

开展“清水、蓝天、家园、清洁、宁静、青

山、生态产业、生态安全”八大工程，成为我

省第一个国家生态县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岔信村、赶马河村等 7个行政村

被国家住建部评为全国第一批绿色村庄，

老岭村被农业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特

色民俗村，赶马河村、鹿圈子村、水洞村、曲

柳川村等159个村被评为国家、省、市生态

村。

同时，通化县还结合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县、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建

设，积极打造历史生态文化路线、特产和生

态农业观光路线、人参之路与健康养生路

线、东北抗联红色记忆路线 4条美丽乡村

建设精品路线。同时依托各乡镇的资源禀

赋和自然条件，加快建设了一批特色小镇

和乡村旅游景观线路。

通化县补齐环境短板

加 快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发 展

本报讯（记者杨晓艳）5月29日，中国银保监会吉林监管

局批准了吉林银行增资扩股方案。本次增资后，吉林银行股

份总数将超过90亿股，预计可补充核心一级资本70亿元以

上。吉林银行增资扩股工作获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内

各市州积极支持，吉林银行老股东主动参与，共同支持吉林银

行夯实经营发展基础，提升风险抵御能力，走特色化、差异化、

集团化发展道路。

吉林银行于2007年10月10日经银监会批准成立，在联

合重组省内7家城商行、城信社基础上组建。目前在省内9个市

（州）和大连、沈阳拥有394个机构，发起设立了10家村镇银行、1

家贷款公司和1家汽车金融公司，在岗员工9705人。截至2018

年末，吉林银行资产规模达到成立之初的7倍，各项存款是成立

之初的5.9倍，各项贷款是成立之初的6.6倍。吉林银行已发展

成为省内最大的法人金融机构，10年来向实体经济累计投放信

贷资金超过8000亿元，累计实现利税360多亿元，为我省重大项

目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金融力量。

本次增资扩股为吉林银行优化各项监管指标、增强可持

续发展能力、实施集团化战略及上市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基

础。增资后，吉林银行将加大力度支持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生工程建设，为我省统筹实施“三个五”发展战略，加速“一

主、六双”产业布局，振兴实体经济、发展小微企业、推进实施

“双创”政策提供重要的金融支持。

吉林银行将获得大规模注资
助力特色化差异化集团化发展

遗 失 声 明
● 周 泽 薪 ，身 份 证 ：

220281199110152250，东 风 本 田
牌汽车合格证丢失，合格证编号：
WAC335002993980，车 辆 型 号 ：
DHW7152GJCSE，车 架 号 ：LVH-
GJ6628J6017997，特此声明。

● 许 雪 魁 ，身 份 证 ：
220602197701060013 ，东风本田
牌 汽 车 合 格 证 丢 失 ，合 格 证
编 号 ：WAC385002946088 ，车 辆
型 号 ：DHW7152GJCSE ，车 架 号 ：
LVHGJ6629J6016759 ，特 此 声
明。

●丁德江将暂住证丢失 ，
号 码 ：232324197303264817 ，声
明作废。

●汪立东将执业药师注册证
书 丢 失 ，注 册 证 编 号:

221217070043，声明作废。
●宋伟将医师资格证书丢

失 ， 证 书 编 号:
200122110220106197111101020，
声明作废。

● 陈 志 伟（ 身 份 证 号 ：
220403198208283918）将 吉 林 广
播电视大学机电工程专业毕业证
遗 失 ， 证 书 编 号 ：
51230520020603570，毕 业 年 份:
2002年7月，声明作废。

●双辽市竟新物流遗失（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辽支
行）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证号：
22001627138055003506，声 明 作
废。

●魏明将二级建造师资格
证书丢失，资格证编号0015647，
注册编号 222111211625，声明作
废。

●唐浩楠遗失长春工业大学
学生证，学号 201603050，声明作
废。

●通冉石材宋双官将金源大
市场2011年7月10日所开保证金
票据丢失，票据号0001909，金额：
5000元整，声明作废。

●鲍菊遗失吉林农业大学
2016 级学生证，证号:07162126，
声明作废。

●长春市众智鑫诚商贸有限

公 司 （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91220101333921086G）将 食 品 流
通许可证正本遗失，许可证编号
JY12201070128762（1-1），声明作
废。

●宿晓忠将购买吉林省驰恒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全新宝来
车的购车发票（第四联注册登记
联 车辆登记单位留存 发票联）
丢失，发票号码：00023982，金额：
78000，声明作废。

农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农自然资公发[2019]11号

土地位置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密度 容积率 绿地率

出让年限

（年）

竞买保证金

（万元）
地块编号

土地面

积（㎡）
土地用途

建筑限高

2019033 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合隆） 18494 商住 ≤25% ＞1.0≤2.3 ≤54米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2775≥30%

经农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农安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

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拟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

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房地产开发用
地竞买人应当具有相应的房地产开发资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采用挂牌方式出让，按照
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地块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
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9 年 7 月 2 日前工作时间内到农安县自
然资源局索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9年 7月 1日至 2019年 7月 10日 16时工作
时间内到农安县自然资源局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并交纳竞买保
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7月 10日 16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

我局将在 2019年 7月 11日 16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农安县自然资源

局。挂牌起始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13 日上午 9 时整，挂牌截止时
间为 2019 年 7 月 12 日上午 9 时整；挂牌出让仪式定于 2019 年 7
月 12日 9时整在农安县自然资源局举办。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农安县农安镇宝安路
联系电话：0431—89935711 联系人：孙先生

农安县自然资源局
2019年 6月 13日

公 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永吉县支行开户企业：永吉县腾凯粮食经

销有限公司；吉林市松晨杨粮食经销有限公司；永吉县天成牧业有
限公司；吉林市宏岩粮业有限公司；吉林市宏粮米业有限公司，请
上述企业自登报之日起30日内办理销户手续，逾期视同自愿销户。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永吉县支行会计结算部
2019年6月14日

本报6月13日讯（记者马璐 通讯员武家琪）“现在我们

天马山村赶上了乡村振兴的大好形势，如果我们不做，就永远

没有出路……”今天上午，记者专程前往长春市九台区土们岭

街道的马鞍山村，在这里，我省一部全新电视剧《鲜花盛开的

山村》正在火热拍摄，在全体演职人员的积极配合和认真创作

中，这部反映新农村建设题材的40集乡村轻喜剧将在百天之

内拍摄完毕，并尽快完成后期制作与广大观众见面。

《鲜花盛开的山村》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东北风影

视制作有限公司和长春市九台区政府联合出品，并由国家一

级编剧马金萍编剧、知名导演崔俊杰执导，王嘉、马诗红、来

喜、于莉红、崔大笨、陈嘉男、吕贺男、盛喆、郭旺等主演。该剧

以振兴农村经济、建设美好乡村为核心，用贴近生活、诙谐幽

默的喜剧表达方式，讲述了当下我国北方农民的真实生活状

态。剧中力争用鲜活的笔触聚焦反映当代农村发展与改革创

新之路上的苦与乐。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的人物面孔、强烈

的戏剧冲突，展示富裕起来的农村和农民过上老有所依、老有

所养的美好生活。展示当代农民在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扶持

下，百姓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生活面貌。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天剧组正在拍摄新一届村委会选举

前，女主角李鲜花正带领全村党员代表商量村里的招商引资

事宜。全剧组的工作人员都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现场呈现

一派紧张而有序的景象。主演马诗红说：“我出演过很多次农

村题材影视剧，通过这些年在剧中饰演不同年代的村干部，我

对我国农村发展建设的巨大变化也有着很深刻的感触。”

据了解，该剧对保障乡村老人养老、孩童教育以及农村青

年的理想、就业、婚恋选择等方面内容进行了大胆探索，用艺术

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我们已经开拍了

将近一个月了，最近天气变化较大，演员和摄制组克服了很多困

难坚持创作拍摄，希望通过3个月的努力，为大家呈现一部有笑

有泪、好看耐看的农村题材精品电视剧。”导演崔俊杰说。

我省电视剧《鲜花盛开的山村》火热拍摄中

本报讯（记者李抑嫱）为切实加强全省非公企业和社会组

织党务工作者队伍专业化建设，进一步激励党务工作者爱岗

敬业、建功立业，切实提升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质量

和水平，近日，省委组织部、省非公党工委印发通知，启动实施

省级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领军人才评选认定工作。

据悉，本次评选工作将选出100名政治素质过硬、思想作

风正派、党建经验丰富、理论水平较强、工作业绩突出的省级非

公企业和社会党组织党建工作领军人才。人才初选和推荐工

作由各地和省直相关部门负责，评审工作将于8月上旬结束。

省级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领军人才评选启动

（上接第一版）得了心脏病，需要手术

的患者还是需要到长春寻求治疗，但

动辄几万元甚至十几万二十几万元

的手术费又成为横在患者面前的难

题，很多家庭在拿到检查结果后，黯

然返回家乡。

刘启芳说，随着医疗技术的发

展，心脏病手术效果大大提升，多数

患者如及时手术治疗，可以恢复正

常生活，儿童生长发育不受影响。

她了解了国家相关政策后，利用政

策优势，创新性采用“政府医保报

销+慈善基金=全免费”的医疗救助

模式，为吉林省健康脱贫开辟了新

路径。

光环背后

很快，一个专门救助农村贫困病

患的重大工程——“吉心工程”在吉

林大地孕育而生。越来越多的贫困

心脏病患者得到免费救治。

刘启芳的名字也在农村贫困人

群中流传，她的事迹被更多媒体关

注。凭借在脱贫攻坚方面的努力和

贡献，她先后获得“2015年 CCTV三农

公益人物奖”“2017 年度中国好人”

“2017 年度中国公益人物”“2017 年

度全国学雷锋标兵”“2017 年度全国

三八红旗手”“2018 年吉林省脱贫攻

坚·奉献奖”等荣誉。她带领的精诚

社工服务中心也荣获“2017年度长春

劳动模范集体”，“吉心工程”荣获

“2018 年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一百’先进典型”。

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刘启芳

的光环背后隐藏着多少艰辛与眼泪！

为了做好项目，刘启芳带着孩子

和救助患者一起在医院吃住，女儿顺

宝大半个童年都在医院的人来人往

中度过。为了募集到更多的钱，她奔

走各地讲课，逢人即介绍“吉心工

程”。

2018年年末，在一次洽谈项目的

途中，刘启芳不幸遭遇车祸，造成脑

震荡、间歇性失忆、口腔撕裂……然

而，她醒来的第一件事仍然是如何筹

钱！

刘启芳的努力与执著感动了她身

边的每一个人，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浙大 MBA同学、长江商学院

学员、大型零部件企业等企业及个人

纷纷为项目捐款。

为了在公众平台上募集到更多

的钱，她多方奔走。2015年，“吉心工

程”第一次参加腾讯公益“99”配捐活

动，刘启芳三天四夜没合眼，动员

8000 多人捐款，募集资金 500 万元。

2016 年，她在平台上线 8 个分项目，

号召 6.9万余人一起捐款，再次筹集

938万余元善款。2017 年，她再筹集

到 1800 万元，并被邀请参加了腾讯

公益平台分享会。受她的奉献精神

所感染，上海华侨基金会、中国扶贫

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

金会等纷纷参与到项目中来，提供

更多的救助资金帮助这些贫困心脏

病患者。

不仅能活着，还要活出幸福感

“吉心工程”启动以来，刘启芳的

脚步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几年来，她

和她的志愿者团队，先后组织 700余

次义诊，2万余名村民得到免费心脏

病检查。他们还深入到 4500 多个乡

村，在田间地头为村民讲解工程救助

流程，为近 5000名村医讲课，并在定

点医院组织每周6次爱国爱心健康大

讲堂，进行政府政策解读、普及心脏

健康知识等。

第 3600 例患者张亚文说：“得了

这个病，哪敢治啊！我们农民辛苦一

辈子也挣不到这么多钱。”直到手术

成功后，张亚文才敢相信，她可以免

费治好自己的心脏病，她可以像正常

人一样生活。“没有经历过生死的人，

不知道活着是件多幸福的事儿！”张

亚文说。

“以前不敢找对象，甚至连‘找对

象’3 个字都不敢想。这病怕激动！

现在啊，我已经快要结婚了，我和女

朋友说好了，要一起过上最最幸福的

生活！”患者刘强告诉记者，从前活着

都成为一种奢望，现在不一样了，他

不仅可以活着，还要活出幸福感。

从项目的立项、方案策划、与省

卫计委沟通协调到定点医院的选

定、项目的宣传推广、到乡村义诊和

筹钱……足足6年。6年来，刘启芳把

公益事业作为奉献之本，用自己的大

爱，使 12190 名贫困心脏病患者的生

命得以重启，让不止 12190 个家庭重

获幸福。

从奢望“活着”到活出幸福感

（上接第一版）以“重走抗联路”

为主题的旅游活动和红歌会，

成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的红色阵地。

近年来，靖宇县启动“红色

旅游”工程，大力开发靖宇抗联

文化休闲旅游功能，扩大和提升

靖宇将军殉国地的旅游内涵和

文化价值，融入纪念功能区、教

育功能区、体验功能区、休闲功

能区四大版块，着力打造国内知

名的靖宇抗联文化旅游区。

2017 年 12 月，共青团中央

正式批复成立“全国青少年长

白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靖宇

成为继延安、井冈山之后第三个

全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同月，基地入选教育部第一批全

国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走进靖宇东北抗联教育基

地展览馆，在灯光映衬下，一楼

大厅内庄重而大气的教育基地

规划模型流光溢彩。

目前，靖宇县对教育基地

进行了整体规划设计，计划总

投资 12.34 亿元，占地面积达

53.06 万 平 方 米 ，建 筑 面 积

14.19万平方米，将打造一个一

次性接待能力达到1000人的大

型教育基地。基地建成后，将

抗联教育与靖宇旅游并网连

线，整体发力，提高白山旅游的

吸引力，增加游客在靖宇、白山

乃至全省的驻留时间，提升旅

游产业综合收益，促进白山靖

宇振兴发展。

今后，“全国青少年长白山

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将伴随着

“抗联精神”，成为靖宇县传承

红色文化的经典符号。

让“ 红 色 基 因 ”焕 发 活 力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吉尔吉斯斯坦担

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

推动各领域合作稳中有进，中方予

以高度评价。中方支持吉方办好

比什凯克峰会，愿以比什凯克峰会

为契机，推动各方凝聚更多共识，

充分释放合作潜力，共同打造惠及

各方的命运共同体。

热恩别科夫表示，再次热烈欢

迎习近平主席访问吉尔吉斯斯

坦。我同习主席一年多来3次会

晤，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

和双方加强合作的积极性。吉尔

吉斯斯坦永远是中国的好邻居、好

朋友、好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

国70周年华诞，祝贺中国人民在

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坚强领

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祝愿伟大的

中国更加繁荣昌盛。习近平主席

的治国理政思想和经验对吉尔吉

斯斯坦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吉方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吉尔吉斯斯

坦国家发展、民生改善的大力援助

和支持。吉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

政策，认为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事

务完全是中国内政，支持中国政府

为此采取的政策措施。吉方同中

方一样，坚定致力于打击“三股势

力”。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发展战略

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契合，吉方

愿同中方建立机制化安排推进对

接合作，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

业、交通、地方合作，增进人文交

流。吉中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

场相近，为双方加强多边协调奠定

了良好基础。吉方感谢中方对吉

尔吉斯斯坦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

值主席国开展工作并主办比什凯

克峰会的宝贵支持。

习近平感谢热恩别科夫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指

出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

刻，中国共产党正在激励全党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面对取得的成

就，我们不敢有丝毫的自满，但怀

有无比的自信，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路。

会谈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签

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

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见证多

项双边合作文件的交换。

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会谈前，热恩别科夫在阿拉尔

恰国宾馆会议中心前广场为习近

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据新华社比什凯克6月13日
电（记者郑晓奕 刘畅）国家主席习

近平13日在比什凯克出席仪式，接

受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

授予“玛纳斯”一级勋章。

授勋仪式在阿拉尔恰国宾馆

举行。吉方司仪宣读授勋总统

令。热恩别科夫向习近平授予“玛

纳斯”一级勋章。“玛纳斯”勋章是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最高奖章，由吉

尔吉斯斯坦总统授予，分三个等

级，一级为最高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