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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减资清算公告
长春市汇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因经营范

围变更原因，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依法减
资，从（原登记注册资金5000万元）减至（50万
元），请本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到公司申报债权，办理相关手续。

公司地址：长春市净月开发区乙十四路
伟峰生态新城9#办公楼501室

联系人姓名：张羽
联系电话：18643113559

● 马 莉 媛 将

220102198404222247号身份证丢

失，声明作废。

●吉林省华镒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将公章、财务专用章、刘孟

欣法人名章丢失，声明作废。

●王福新将警官证丢失 警

号：703089声明作废。

● 刘 秀 红（ 身 份 证 号
220403197010153945）医师资格证

原 件 遗 失 ，证 书 编 号 ：
199822210220403701015394；发证
时间：1999/5/1，级别：执业助理医
师，现声明作废。

●孙艳春将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毕业证丢失，入学时间：2008年

03 月 01 日 ，毕 业 证 号 ：

511615201005105761，声明作废。

●扶余市大华职业培训学校

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220724771089541X，声明作废。

●长春高新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将编号为德惠市地税局（141）吉

地银 00282124、德惠市地税局

（141）吉地银 00282125税收缴款

书原件丢失，声明作废。

●隋颖波将警官证丢失，警号

2208377，声明作废。

●孙家堡子镇金玉良缘商店将

白山市江源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孙

家堡子信用社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

许 可 证 （ 账 号 ：

0760603011015200001278，核准号：

J2464000315901）丢失，声明作废。

债务企业名称：吉林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所在地：吉林市昌邑区阿里山花园第一幢楼3号网点
债权总额：676,122,379.45元（截至2019年3月14日）
债权情况：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拥有债权总额

676,122,379.45 元。债权本金 452,000,000.00 元，利息为人民币
224,122,379.45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和股权质押。

企业概况：
吉林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23日，位于吉

林市昌邑区阿里山花园第一幢楼3号网点，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00.00 元，不存在抽逃资金现象。经营范
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书经营）。企业目前状态为登记成立。吉
林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华业国际城”项目紧邻吉林火车站，
为吉林市对外形象和窗口，车站地下广场、地下通道与项目负一层、负二
层直接相通，位置十分优越。该项目现已全面完工并已顺利入住。

担保情况：
抵押物为“华业国际城”项目土地31057.32平方米，地上在建工程

204793.33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37,760.80平方米，抵押物均办理了
抵押登记,华业地产的实际控制人刘进华及其配偶提供个人无限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吉林省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
保。吉林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资产特点及发展前景：
该项目位置优越，债权抵押物充足，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
合作意向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面对国际和国内

两个投资人市场，欢迎广大有识之士参与购买债权。
欢迎符合上述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购买等

事宜，若有异议或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联 系 人：杨女士 蒋先生
联系电话：0431－88402115 88402159
邮政编码：130000
联系地址：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3999号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2019年9月1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关于吉林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的营销公告

关于在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北景区地质灾害监测工程的公示
按照《关于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北景区

地质灾害监测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长管经发综合〔2018〕137
号），我单位拟在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实施该工程，建
设地点位于长白山北景区。主要建设内容为安装地质灾害专业监测
设备、开发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建立地质灾害监测中心站及监测
示范工程，占用林地面积0.04公顷。

相关单位和个人对该申请选址范围内的林地或林木权属有异议
的，请于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向省林业和草原局反应，如无异议，我单位
将根据公示内容予以审核上报。特此公示。

联系人：于 航 0431-88626730
长白山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9月16日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路面整修工程；项目地点：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第964

医院；招标规模：路面整修；合同估价：17.2903万元；投标报名截止时
间为2019年 9月 25日 16时。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www.chinabidding.com.cn查询。联系人：姜涵方 电话：15354510616
采购代理机构：北京环亚恒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联系人：房笑
竹 联系电话：0431-85116007

北京环亚恒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核应急二级医院附属配套设施改造工程；项目地点：吉

林省长春市绿园区第964医院；招标规模：外墙保温及路面维修；合同
估价：92.6372万元；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年9月25日16时。详
细情况请登录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www.chinabidding.com.cn查询。
联系人：姜涵方 电话：15354510616采购代理机构：北京环亚恒信建设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联系人：房笑竹 联系电话：0431-85116007

北京环亚恒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964医院采暖和给水管道改造工程；

项目地点：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第964医院；招标规模：采暖和给水管道
改造；合同估价：91.5967万元；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年9月25日
16时。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www.chinabidding.com.cn
查询。联系人：姜涵方 电话：15354510616采购代理机构：北京环亚恒
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联系人：房笑竹 联系电话：0431-85116007

北京环亚恒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绷紧“责任弦”，坚守“安全线”。

研判、排查、防范、整治……9月11日至10月10日，长春

将在深入推进“夏秋百日攻坚”安全整治专项行动的基础上，

集中组织“迎大庆、保安全、严监管、促平安”30天大决战。

连日来，长春上下全面行动起来，以重点行业领域安全

整治为重点，以夯实安全生产责任为关键，以防范遏制重特

大事故为目标，全员发动，坚决扛起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

的政治责任，超前研判化解可能出现的各种安全风险，全面

摸清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彻底排除重大安全隐患，坚决防

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找准重点 靶向发力

“大决战”期间，长春将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发力，找

准重点，抓好安全。

在企业层面，长春市安委会要求各类企业全面压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五个必须

落实”》40条刚性要求，按照《长春市安委会转发吉林省安全

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五个必须落

实”的通知》中的具体要求，逐项对照检查，查漏洞、补短板；

全面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必须建立健

全并有效落实，矿山、危险化学品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

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从业人员必须经安全培训按要

求持证上岗；全面管控安全风险，安全生产重要设施、装备必

须完好，必须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分级和公告，对存在

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重大危险源必须登记建档、

制定和落实管控措施；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必须落实安

全生产日检查及隐患排查治理自查自改自报制度，严格实行

隐患整改闭环管理；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必须建立完善安全

生产各项应急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周密组

织应急演练；必须加强岗位应急培训。

在政府层面，长春市安委会要求各地各部门压实监管责

任，按照《吉林省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规

定，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及其他领导干

部主动对标履职，分线包保，做到安全责任无缝对接。严格

按照“三个必须”要求，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五个必须落实”相关要求；严格监管执法，严厉打击各种安

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格落实查封、扣押、停电、停供

民用爆炸物品、吊销证照和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上限处罚、

追究法律责任等执法措施；强化安全防范，针对易造成群死

群伤的重点领域、重要部位和重大风险点，必须组织开展安

全风险辨识、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该关停的坚决关停，

该整改的坚决整改，坚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确保风险可控，

隐患消除；加强应急管理，健全应急管理各项工作制度，建立

应急物资储备清单、配备应急物资情况；督导企业完善应急

预案、加强应急培训、开展应急演练等情况。

明确分工 压实责任

此次“大决战”覆盖长春所有县（市）区、开发区、所有行

业领域，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根据“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

求，长春市安委会明确应急管理部门（安监部门）负有综合监

管责任，各有关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分别承担相应的行业监管

（管理）和专业监管责任，确保责任落实落细。

在煤矿安全方面，煤矿行业管理部门负责煤矿的行业安

全监管；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负责煤矿的专业监管；自然资源

部门负责煤炭行业无证开采、超层越界开采等非法违法行为

的查处；公安部门负责煤矿（井上）火工品储存、使用的监督

管理。

危险化学品安全方面，应急管理部门（安监部门）负责危

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和危化品使用许可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商务部门负责成品油经营行业安全管理；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负责专业监管。

道路交通运输安全方面，交通运输部门负责道路运输企

业及单位的行业安全监管，公安交警部门负责路面交通秩序

管控的专业监管。

非煤矿山安全方面，应急管理部门（安监部门）负责露天

矿山和石油开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查处

非煤矿山无证开采、超层越界开采、以采代探等非法违法行

为；公安部门负责非煤矿山火工品储存、使用的监督管理。

建筑施工安全方面，住建部门负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交通运输、水利等部门负责

公路工程、水利设施建设施工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烟花爆竹安全方面，应急管理部门（安监部门）负责烟花

爆竹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公安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公共安

全管理。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方面，教育、民政、交通、商务、文

化、卫生、体育、人防等部门负责本行业企业及单位安全监

管，消防救援、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实施专业监管。

同时，城镇燃气管理部门负责城市燃气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林业和园林部门负责森林草原防火的日常安全监管；文

化旅游部门负责旅行社等有关旅游单位的行业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教育、公安交警和交通运输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校

车安全监管；工信部门负责金属冶炼、机械制造、涉氨制冷及

粉尘涉爆等企业行业安全管理，应急管理部门（安监部门）负

责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基础工作；发改部门负责电力安全

管理；住建部门负责建设期间施工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运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交通运输部门负

责水上交通及旅游船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发改部门负责油

气长输管道保护和行业安全监管，住建部门负责城镇燃气管

道安全监管，应急管理部门（安监部门）负责油气长输管道综

合监管；工信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生

产工作的监督管理；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电梯、锅炉、压力容

器、压力管道及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农业农

村部门负责农机、农药行业及渔业生产安全监管；水利部门

负责水库、塘坝、河道（湖泊）堤防等水利设施等行业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沈阳铁路局长春办事处负责铁路运输安全监督

管理；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公司负责职责范围内的民航安全

生产管理。此外，其他部门也要严格按照工作职责，切实组

织开展好本行业、本领域“大决战”工作。

强化检查 统筹推进

为确保“大决战”工作有效开展，长春市“大决战”领导小

组办公室设在市安委会办公室，具体负责全市“大决战”的综

合协调、沟通联络、组织调度等日常工作。

“大决战”期间，长春将坚持属地原则，要求各级政府（管

委会）必须结合实际制定大决战实施方案并迅速层层动员部

署。各级政府（管委会）层层组织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对辖区

内的重点单位的安全监管必须做到全覆盖。

各类企业单位必须制定本单位大决战实施方案，按照要

求对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个部位安全风险隐患和每项安

全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彻底自查；必须建立安全风险和隐患清

单，落实风险管控和隐患整改措施，在单位内部公布，接受职

工群众监督。

各级有关部门必须针对本行业领域的实际，制定本部

门、本行业领域和本系统的大决战实施方案，明确工作标准，

细化内容清单，组织指导本行业领域的大决战工作并进行督

查、抽查。

各级安委会将组织行业、专业和综合监管部门，采取“双

随机”、明查暗访、突击抽查等检查形式，对事故多发频发的

地区、行业、企业进行专项联合执法检查。

同时，长春市安委会“夏秋百日攻坚安全整治专项行

动”6个督导检查组，将在前期安全生产督导检查的基础

上，对所负责的区域、部门组织大决战工作情况进行全方位

督查暗访，对前期督导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隐患进行“回

头看”。

在“大决战”过程中，各县（市）区、开发区及有关部门将

严格工作标准，坚持检查与执法并重，每日上报执法检查情

况，坚持“零报告”制度，以严格执法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对大决战中自查自改不认真、隐患整治不彻底，责任不

落实、组织不得力、执法不严格的，必须严肃追究企业及政府

（管委会）、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在大决战期间，因责任

和措施落实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决

不姑息。

长春还将强化舆论宣传，加强社会监督，落实“12350”举

报奖励制度，动员企业职工和社会群众举报各类事故隐患和

违法违规行为。

绷紧“责任弦”坚守“安全线”

长春全面开展 30 天安全生产大决战
王勇 本报记者 孟凡明

相关部门深入企业开展安全检查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裴雨虹 实习生汪艺）

在“九一八”事变88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今

晚，由伪满皇宫博物院特别策划推出的大型原创历

史话剧《“新京”梦碎》在伪满皇宫博物院皇宫剧场

上演。

话剧《“新京”梦碎》于8月15日首演，由我省

著名导演陈晓峰担任总导演。该剧以伪满皇宫旧

址为依托，以一个人（溥仪）、一座城（“新京”）、一

场梦（“皇帝”梦）为切入点，以20世纪30年代日

本侵略我国东北炮制“满洲国”，诱使溥仪称“帝”

为时代背景，通过序幕和社稷、父子、夫妻、君臣、

伤逝、幻灭等情节层层展开，揭示出溥仪在日本殖

民统治下的曲折人生和“皇帝”梦碎“新京”的心

路历程。许多观众通过这部话剧更直观了解了溥

仪的人生，“这部剧把溥仪一生中的几个重要节点

串连起来，透过他看到了当时的人民所经历的伤

痛，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珍惜现在的美好生

活。”观众张琛说。

伪满皇宫博物院话剧《“新京”梦碎》上演

黄河岸边齐欢聚，民族盛会心连心。在

一片欢腾中，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落下帷幕。从震撼人心的开幕

式，到在濛濛细雨中举行的民族大联欢活

动，本届民运会到处都散发着少数民族群

众体育文化和增强民族团结友谊的浓烈氛

围。

在本届盛会临近尾声之际，记者采访了

吉林代表团秘书长、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

会（宗教局）副主任（副局长）金明哲。金明

哲说：“河南省作为东道主承担这么艰巨的

举办任务，并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让

人为它点赞。4年一届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是一次民族大联欢，大家在同一

个竞技和表演平台上充分展示自己，增进了

友谊。全国民族运动会不仅仅是技能的比

拼，更多的是一次团聚，各民族兄弟姐妹相

聚中原、融合情感。”金明哲表示，本届盛会

充分展示了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国各民

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民族大联欢活动也将盛会再一次推向

高潮，特别是看到现场各族同胞挥舞着国

旗，让人充分感受到了各民族心连心、手拉

手一起前进，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情怀。

吉林代表团在本次盛会中取得了优异

成绩，特别是在民族式摔跤、武术、龙舟、秋

千和民族健身操等项目上，吉林健儿收获5

个一等奖，15个二等奖和14个三等奖，获奖

总数为历届之最。对此，金明哲说：“由286

人组成的吉林代表团在本次盛会中共参加

9个竞赛项目和 4个表演项目的比赛，赛前

我们就高度重视，认真筹备，积极备赛。我

省有像俞泽军等一批优秀运动员，他们在

赛场上不仅发挥出优良的竞技水平，更展

现了顽强拼搏、永不放弃、团结奋进的精神

风貌，希望我省今后能够涌现出更多像俞

泽军、太恩善这样优秀的运动员，在民族运

动会的赛场上展现吉林健儿的风采。”

金明哲本身是朝鲜族，谈起一些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数家珍，“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源于生产和生活实践，民族运动

会是传统体育项目很好的展示平台，能让

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传统体育中来，也是

全民健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届全国

民运会上，像武术、秋千、民族健身操等项

目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集

强身健体、传统民族文化等功能于一身。

全国民运会设置的项目，大多数都来源于

民间并富有各民族特色，比如朝鲜族最喜

爱荡秋千这一传统体育活动，节日里姑娘

们身穿艳丽的长裙荡秋千，那是多美的景

象啊！”金明哲说。

在谈到东道主周到细致的组织工作时，

金明哲认为河南的确令参赛者感受到家的

温馨。“郑州城美、人暖，从组织接待、赛事

保障、医疗安保、饮食卫生和志愿服务等都

做得十分到位，各项服务细致周到。伴随

着几天来的绵绵秋雨，郑州的气温骤降 10

多摄氏度，不过吉林代表团成员们的心里

却是暖暖的。郑州对口接待服务单位工信

局的工作高效、暖心、有序、有力，无微不至

的照顾，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民族一家

亲’。从种种细节上不难看出，组委会高度

重视这次赛事，让四海宾朋充分感受到这

是一届特别棒的民族体育盛会。为表感

谢，我们也精心准备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

艺演出，回馈河南朋友们。”金明哲最后深

情地祝愿勤劳、热情、善良的河南各族群众

幸福安康。

民族大联欢 团结一家亲
——访民运会吉林代表团秘书长金明哲

本报记者 张政

本报讯（记者袁松年）由中国工商银行捐助的

“健康快车”2019工银光明行四平站历时3个月，共

免费为近120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复明手

术。

该公益项目由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发起，是工

行公益事业的延续。工行为本次项目捐赠400万

元，其中300万元用于四平的“眼科火车医院”，火

车医院由4节车厢组成，第一节为发电车（含厨房

和会议室），第二节为宿营车，第三节为手术诊疗车

（含手术室2间、消毒室1间、诊疗室1间），第四节

为病房车（共设床位52张）。车上配备完善的医疗

设施和优秀眼科医护人员。火车医院在固定服务

点停靠，由北京来的医生为贫困患者免费实施白内

障手术，已经完成近1200例，目前患者视力恢复情

况良好。另外100万元用于在四平市中心医院建

立一个“治疗中心”，配置全套眼科手术设备，长期

为贫困患者实施手术，并减免费用。

梨树县梨树乡红旗村66岁的村民赵淑芬激动

地说：“太感谢了！要不是工行‘健康快车’，我这深

一脚浅一脚的日子不知得熬到什么时候呢。”现在

的她走路快了，字也看得清楚了，生活质量得到很

大提高。

工行“健康快车”四平站免费开诊仨月

千余贫困白内障患者获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