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19年7月5日 星期五 编辑 唐咏 张泷月
综合新闻

Email:jlxw1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06

公 告
迟春玉：

本会受理王海艳与迟春玉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长仲字【2017】
第0125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仲裁庭定于2019年9月19日13时30分在
本会第四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长春仲裁委员会
2019年7月1日

单户资产处置公告单（债权类项目）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拟对以下债权进

行单户处置。长春市宽城宏达木器厂债权。截止2019年6月30日，
该债权总额为1013.83万元。债务人位于宽城区奋进乡五星村，该债
权抵押房产两处，包括奋进乡五星大队的车间1栋，面积443.39平方
米；办公室1栋，面积252.89平方米；一宗土地,面积为1，213.30平方
米。由长春市二道宏达机砖厂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以上债权的交易对象为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支付能力，并具
备完全行为能力和良好信誉等条件的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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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
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
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吉林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刘经理 联系电话：0431-88401638 电子邮件：liulin-
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长春市长春大街1197号中远大厦4
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431-88401628对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dingshufeng@cinda.com.cn

遗 失 声 明
●潘舒鹏将警官证丢失，

警号：000127，声明作废。

●榆树市杨义农机种植专

业合作社将企业的公章，财务

章和法人名章（杨义）丢失，声

明作废。

●徐高青将吉林农业大学

研 究 生 证 遗 失 ，学 号 为

20170664，声明作废。

● 齐 秉 鑫 将 号 码

152301199801296533 的 身 份 证

丢失，声明作废。

● 栾 景 博 将 注 册 电 器 工

程 师（ 供 配 电 ）证 书 丢 失 ，注

册证书号 DG172200206，声明作

废。

●吉林省华咨工程技术集

团有限公司栾景博将注册电

器工程师（供配电）执业印章

丢失 ，原印章注册号 2201100-

DG001，声明作废。

●长春新星宇建筑安装有

限责任公司松原分公司将公

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丢失，

声明作废。

●长春市朝阳区富锋镇中

心 小 学 000136621—000136626

号 6 张 缴 款 书 遗 失 ，声 明 作

废。

寻尸公告
张国德，男，1939年3月出生，现住农安县

农安镇十里堡村。该人于2017年10月6日晚

在农安镇十里堡村路段处发生交通事故死亡，

尸体存放于农安县殡仪馆至今。请张国德家

属见到此公告后，尽快到农安交警大队事故处

理中队办理处理尸体手续。联系人：马警官

18043599343，闵警官18043599346。

农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19年6月14日

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公告
2019年第07号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和《长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
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政府对基隆路西地块东部区域夹陷房棚户区项目
已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现将房屋征收决定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东起众诚家园，西至长春市畜牧机械厂，南起青龙
路，北至虹桥小区（具体位置以规划审批图纸为准）。

二、征收主体：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政府
三、征收部门：长春市绿园区房屋征收工作管理办公室
四、征收实施单位：长春市绿园区林园街道办事处
五、征收工作人员名单：王聪 田野 尚文竹
六、征收实施时间：自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实施。
七、签约期限：2019年08月01日至2019年09月30日。
八、搬迁期限：待项目整体签约率达到总征收户数的百分之九十

以上时，另行确定搬迁期限。
九、权利和义务：房屋征收部门对被征收人依法给予补偿；被征

收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十、在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被征收房屋所有人不明确

的，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政府将依法作出补偿决定，并予以公告。被征
收人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不搬迁的，由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政府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十一、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可在本决定公布之日起六十日
内依法向长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长春市绿
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十二、办公地点：长春市绿园区林园街道办事处（基隆中街577
号）。办公电话：0431-80881046

特此公告。
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政府

2019年07月04日

公 告
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政府根据《长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暂行办法》组织实施南关区棚户区民康街道小房地楼地块项目范围内
的征收与补偿工作。

为加快推进长春市南关区夹馅棚户区民康街道小房地楼地块项
目的建设，依法向被征收人下达了《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政府履行补偿
决定催告书》。现对金秋兰公告送达《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政府履行补
偿决定催告书》,请被征收人速到长春市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领
取，联系电话：81123017。

长春市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
2019年7月4日

债权转让公告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江南支行已将我行对吉林市盛通经

贸有限公司、吉林市龙元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大通集团有限公司、

罗荣桓、雷历贤的债权，即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

吉0291民初672号民事判决书和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

吉02民终252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我行享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给了

债权受让人吉林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特此公告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江南支行

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

债权转让公告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江南支行已将我行对吉林大通集团

有限公司、吉林水工机械有限公司、雷波、商丽萍的债权，即吉林省吉
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2民初15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我行
享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给了债权受让人吉林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特此公告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江南支行

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

债权转让公告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江南支行已将我行对吉林大通集团

有限公司、雷波、商丽萍的债权，即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
吉02民初12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我行享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给了
债权受让人吉林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特此公告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江南支行

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

债权转让公告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江南支行已将我行对雷历贤、罗荣

桓、雷彪、倪秀华的债权，即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
吉0291民初54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我行享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给
了债权受让人吉林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特此公告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江南支行

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
遗失、补发公告
房屋所有权遗失公告编号：（2019）014

号 牛永才、汤丽将座落在双辽市辽南街钰诚
花园7号楼0503002的房屋所有权证遗失，房
屋所有权证号为：“吉房权双字第2-006318”，
建筑面积为74.88平方米，用途为住宅。建成
年份为2010年。房屋结构为砖混。与此相关
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起15日
内向双辽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
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及相关土地
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准予补发证书。
双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5月17日

本报讯（记者庞智源 通讯员刘永来 孙硕
琳）挖土机隆隆作响，工程车辆往来穿梭。进入

夏季，东丰县各项目建设工地一派繁忙，工人们

用实际行动为项目早日建成投产争分夺秒。

东丰县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

强大引擎，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在促投资、稳增

长中的关键作用，统筹谋划，全力推进，为经济

发展增添内生动力。

在东丰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项目工地，

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该项目总投

资23亿元，占地面积5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3万平方米。主要建设产业大厦、标准化厂

房、产品展示交易中心和游客中心、人才公寓

和鹿文化主题酒店、国际梅花鹿博物馆。通过

采取分期开发、整体运营的原则实施，计划用5

至8年时间完成全部工程，建成后将成为东丰

县地标建筑。

不仅如此，惠泽工贸有限公司8400吨农产

品预包装食品项目、吉林博豪有限公司总部建

设项目、兴达花溪山语小区三期房地产开发建

设项目等一系列项目建设开足马力、齐头并进。

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东丰县在项目引

进上突出“抢”、在项目开工上突出“破”、在项目

达产上突出“早”，高质高效推进更多项目的落

地见效。截至目前，东丰县组织实施500万元

以上项目77个，行业分布涵盖房地产、工业、服

务业、基础设施项目等7个领域。年度计划投

资31.4亿元，总投资达143.5亿元。

东丰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本报7月4日讯（记者裴虹荐）今天上午，为期3天的全省

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在通化开赛，通化市体育运动学校男子乙

组73公斤级选手朴海生准备向冠军发起冲击。

据悉，本次比赛由省体育局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主办、通

化市体育局和市体育运动学校承办，共有来自全省各地27支

代表队的258名青少年选手参赛，技术等级标准分别为男子

55、61、67、73、81、89、96、102、109、+109公斤级，女子45、49、

55、59、64、71、76、81、87、+87公斤级。

据省体育局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子成介绍，近年

来，我省竞技体育蓬勃发展，举重项目是其中的重点优势项

目，多次在各级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通化市体育运动学

校的运动员周鑫在第十八届省运动会比赛中打破抓举、挺举、

总成绩3项全省青少年记录，获得2018年全国青年举重锦标

赛第三名好成绩。

全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在通化市开赛

本报讯（王立 李镇海）为全面落实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全面清理整治城市

黑臭水体，增强城市功能、促进生态文明建

设，白山市浑江打响黑臭水体整治攻坚战。

浑江区在对辖区内河流沿岸的排污口、

厕所、垃圾池等信息进行摸排统计的基础

上，出台《黑臭水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制

定综合整治任务清单、明确责任，每一处污

染源确定部门、镇街、村社区三级责任人，做

到整治一个销号一个。强化措施，找准黑臭

水体流域的重点污染源，实施截污控源、生

态修复等工程措施，因河施策、系统治理。

建立管护机构，保障运维经费，确保城市水

体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加强督导检查，对重

视不够、措施不力、进展缓慢的单位，予以通

报批评。营造气氛，充分利用大众传媒，采

取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形式，深入开

展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城市黑臭水体整

治的重要意义。

浑江区各单位主动作为，截至目前，黑

臭水体整治取得显著效果。浑江区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大队对黑沃子河道沿河两岸

1050延长米的违法建筑、旱厕、杂草、三小

五堆进行了集中清理，清运建筑垃圾150余

吨。黑沃子河沿线居民约600户，日产垃圾

经压缩后约7吨，送至通化市二道江国源发

电厂焚烧处理，生活垃圾日产日清。七道江

镇已将黑沃子河两侧的垃圾池，三小五堆全

部清除，清理碱厂沟河附近偏厦子4处，板

杖子14处，渣子堆及垃圾150吨，沟渠清理

石头杂物200多米。江北街道共出动车辆

15台，出动人员 60余人，共清理小菜园 9

处，清运建筑垃圾 20余吨，栽种花草 2000

株。河口街道出动人力26人次，清理漂浮

物、垃圾1.2立方米。东兴街道共清理河道

河岸垃圾3吨。城南街道共清理河道河岸

垃圾180余吨，清理碱厂沟两岸菜地10000

余平方米。河道沿线 23处旱厕已施工完

毕，全部更换为环保旱厕。

白山市浑江区——

打响黑臭水体整治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刘颖）由省老年大学主办，省图书馆承办的

“我和我的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主题

摄影展近日在省图书馆举行，这也是省老年大学研究生院

2019届摄影专业研究生毕业作品展。

现场展出了省老年大学研究生院首届摄影专业14位毕

业生拍摄的112幅作品。这些作品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和构

图，着重表现了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城市发展的共生、

共存关系，以直观真实的方式讴歌了70年来祖国建设和发展

的伟大成就。

省老年大学举办摄影专业研究生毕业作品展近日，白城医高专
举办《弘扬白求恩精神
争当优秀医学生》的专
题讲座,号召师生进一
步理解白求恩对信仰的
追求和对职业操守的坚
守，继续发扬“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
神。图为学生在白求恩
雕像前聆听讲座。

陈宝林 摄

本报7月4日讯（记者孟凌云）为进一步在广大团员青年

中着力培养一批坚持不懈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的马克思主义者，吉林艺术

学院“新艺”青马研究会成立大会今天在造型校区举行。

会上，吉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张东航为研究会授会旗。

据介绍，此次创办“新艺”青马研究会，是学校在人才培养理念

和方式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理解和全新的尝试。学校将在凸

显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的同时，彰显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新艺”青马研究会今后将组织开展名家讲座、交流论坛

等学术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学习，努力创造

具有吉林艺术学院特色的理论学习型社团。

吉林艺术学院成立“新艺”青马研究会

（上接第一版）

用数据“领跑”，让群众“零跑”

白城医保集体恪守为民情怀，坚持在“放管服”和“只跑一

次”上精确发力，结合部门职能和工作实际，勇于担当，大胆创

新，破解资金难题。经过多方考察，反复论证测试，开发建设了

“白城医保”微信公众服务平台，用数据“领跑”，让群众“零

跑”。目前，通过智慧医保建设，白城市实现73项医保经办业

务100%实现“只跑一次”办结，其中36项业务实现“零跑腿”办

结，平均每天通过微信公众服务平台办理医保业务达到业务

总量的40%，已在线办理个人缴费业务22万多笔、2700多万

元，单位业务7.2万多笔，定点医疗机构结算业务1.6万多笔，

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备案11406人次，省内转诊转院4.4万人

次，省外转诊2497人次。

201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对全国28个优化营商环境典

型做法进行通报表扬，白城市“互联网+医保”成为吉林省唯一

入选案例。2018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对国务院第五次大督

查发现的130项地方典型经验做法给予通报表扬，其中就有

白城市以微信公众服务平台推进智慧医保建设。国务院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工作简报第22期专刊，刊发了白

城市以微信公众服务平台推进智慧医保建设的做法。

7月1日，白城医保实现异地就医转诊经办业务“掌上

办”。在“白城医保”微信公众服务平台上新增“转诊转院”服务

功能，异地就医业务全部实现掌上办理。7月15日即将开通网

上购药功能。通过医保微信平台实现电子社保卡无卡购药，线

上支付，送药上门。

服务无止境。对于下一步发展，白城市社会医疗保险管

理局局长杨伟东说，我们将再接再厉，继续探索“互联网+医

保+N服务”模式，打通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环节，延伸服务

链条，进一步优化就医流程，有效解决群众就医购药过程中

的痛点、难点。

为民路上初心不改

（上接第一版）
不仅如此，北华大学还以教学改革为

重点，推动学生就业综合竞争力提升，以问

题为导向，针对不同就业群体开展就业引

导，并积极实施基层服务项目。引导毕业生

面向基层就业，推荐学生参加我省设岗的

“乡镇机关选调生”“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

师特设岗位”“硕师计划”等留吉就业专门

项目。

家在蛟河的应届毕业生薛佳欣就读于

北华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刚一毕业就

签约了蛟河市前进乡九年制中学，成为一名

中学教师。她告诉记者：“大二的时候我就通

过学校报告会了解到‘硕师计划’，通过考试

我成功回到母校工作，留在家乡既可以照顾

家里，还可以为家乡培养更多的人才，振兴

家乡经济，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截至 6月底，北华大学应届本科毕业

生留在省内就业的有2462人，在就业毕业

生中占比达到44.15%。

筑 巢 圆 梦 建 设 家 乡

（上接第一版）
东北三省一区在奋力实现全面振兴上也

在加快部署。比如，6月25日国新办举行的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辽宁实践”新闻发

布会上，辽宁省省长唐一军表示，将抓好国企

国资改革重头戏，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加快推进辽宁“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中

国－中东欧“17＋1”经贸合作示范区、东北亚

经贸合作先行区建设等。6月18日召开的吉

林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强调，研究落实举

措，细化具体任务，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扩大招商引资，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东北研究院副院长王

士君对记者表示，据统计，针对东北振兴及相

关政策已有1000余项，其中国家政策200项

左右，目前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政策体系结

构。从省域情况看，辽宁省集中在创新创业、

功能区发展等；黑龙江省集中在开放政策、国

企政策和政府改革策略；吉林省更多关注基

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性政策。

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东北地区重大

工程项目也将提速推进。记者从地方发改委

获悉，黑龙江将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建好一批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农田水利工程项目、

重大能源项目、重大产业建设项目等。辽宁计

划建设一批国内领先的智能制造基地，实施

一批科技攻关项目，开展一批重大技术改造

升级工程。

从各方释放信号看，改革、开放、创新已

成为东北全面振兴的关键词。其中，国企改革

被提到重要位置。6月20日，国务院国资委副

主任孟建民在东北三省一区国资委工作座谈

会上表示，当前东北地区国企改革处于关键

时期。要发挥国企在东北振兴中的龙头作用，

尽快在国企改革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上取

得突破，实现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

的发展。

“东北地区要以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加

大试点力度，引入社会资本。对于混合所有制

改革，要不受股权限制，积极探索各种经营形

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国企改革，鼓励地方政

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选择国

企改革方式和国有资本配置格局，建立容错

机制。”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

长银温泉对记者表示。

在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马德秀看

来，东北振兴既要加快推进国企、国资改革，

加大国企混改力度，也要加快改善营商环境，

破除隐形壁垒，壮大民营企业。事实上，国务

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会议

已经明确，将在东北地区率先开展营商环境

试评价。

在打造开放新高地上，多地也有不少部

署。辽宁省明确提出，全力把辽宁打造成为中

国北方地区对外开放的大门户， 以全面开

放引领全面振兴。“振兴东北经济需要三省一

区通力合作。比如，在开放通道建设，协作平

台建设方面，发挥重要节点城市的支撑作用，

构建大通关的贸易通道。”银温泉说。

王士君还建议，东北振兴政策除了区域

普适性外，要强化差异性和导向化，以及提高

政策连续性和持续性，建立区域发展的长效

机制。

此外，专家表示，东北经济已进入转型关

键期，未来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创新。

马德秀表示，要立足制造业的扎实基础，加快

大平台建设，盘活存量，做大增量，把既有优

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面向重点领域

开展前沿技术研发与转化扩散。“依靠创新把

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而创新的关键在于

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包括企业人才、技

术、资金等要素。”

东北振兴将迎新一轮政策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