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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长春新区人民法院（2019）吉0193执
恢4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将刘微购买的，吉林省六合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发的【丘地号：7-1/428-24（306）】房屋
更名到张希锁名下。原编号910010号商品房
买卖合同作废。附：长春新区人民法院

（2019）吉0193执恢4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及
协助执行通知书

长春市房产权属与交易景阳服务中心
2020年1月3日

公 告

公 告
经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批准，本公司名称由“吉林省信用担保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履约担保分公司”变更为“吉林省信用融资担保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履约担保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20000574097331Q）。公司名称变更后其他事项不变，变更后公司承
接原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和未尽事宜，原签订的相关法律文件继续有效。

特此公告。
吉林省信用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履约担保分公司

2020年1月6日

遗失声明
●吉林省养生保健协会将社

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丢失，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1220000508325148M，声明作废。●刘爱民将警官证丢失，警
号：108356，声明作废。● 刘 爱 民 将
220103196901190618号身份证丢
失，声明作废。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与孙巍于
2019年12月31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将其对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清单所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解协
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孙巍。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特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

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要求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中所列
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通知之日起立即向孙巍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
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偿责任。转
让利息金额、截止日、计算方式以法院计算为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与孙巍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借款人名称
吉林省侨立经济贸易开发公司
吉林省恒志实业有限公司
长春市医药药材供应公司
长春市二道区金钱筑路队
长春市和顺密封衬垫厂

吉林省长春市天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水泵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本金及利息
本金500,000.00元，利息827,935.98元
本金 3,000,000.00元，利息1,440,979.32元
本金9，595,000.00元，利息6,717,137.71元
本金150,000.00元，利息 141,132.31元
本金110,000.00元，利息 91,099.00元
本金200,000.00元，利息 41,310.36元
本金46,050,000.00元，利息17,944.18元

担保人名称
长春市砂轮机厂

公安部长春消防器材总厂
长春市医药公司
长春市锻造厂

长春市春和铸铁厂
长春天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锅炉厂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431-8840215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2020年1月9 日

关于在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实施森林管护房建设工程的公示

经《长白山管委会关于新建森林管护房建设工程的批复》（吉长
管函〔2019〕121号）同意，我单位拟在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实验区实施森林管护房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峰岭保护管理
站1林班8小班，拟使用林地面积0.0271公顷，建筑面积85.66平方
米，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一层森林管护房一栋，并相应建设附属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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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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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依国 0433-5710128

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2020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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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野生动植物监管体系建设项目的公示

经《长白山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关于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野生动植物监管体系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长管经发投资〔2018〕254号）同意，我单位拟在吉林长白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实施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白河保护站1林班3小
班，7林班16、18、19小班，9林班3、4、5、7、8、9小班，白山保护站16林
班1、5小班，39林班18、48、54、55、57小班，双目峰保护站16林班6、11
小班，维东保护站35林班133、139、140小班，横山保护站32林班15、
19、25小班，池西保护站40林班10、14小班，头西保护站19林班8小
班，26林班14小班，其中：永久占地面积0.0052公顷，临时占地面积
0.3504公顷。主要建设内容为野生动物监测工程、野生植物监测工
程、生态因子监测工程、综合监管平台、配套设备工程等五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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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反
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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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依国 0433-5710128
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 2020年1月6日

关于在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实施头道大河中华秋沙鸭栖息地

保护设施建设工程的公示
经《长白山管委会关于新建头道大河中华秋沙鸭栖息地保护设施

建设工程的批复》（吉长管函〔2019〕107号）同意，我单位拟在吉林长白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头道保护站3林班1、3、6小班实施头道大河中华
秋沙鸭栖息地保护设施建设工程，拟使用林地面积0.0484公顷。主
要建设内容为新建监测屋5处，木栈道6条，石板路1条及桥格栅、围
栏、河道改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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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反
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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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依国 0433-5710128
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2020年1月6日

依据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6）吉
0102执112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将刘海英名下的{丘地号：3- 50/401- 15

（708）}房屋更名到张希锁名下。原长房权字
第2060200446号房屋所有权证作废。

附：1.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6）吉
0102执112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长春市房产权属与交易景阳服务中心
2020年1月3日

公 告

四年一剑，春华秋实。吉林省供销

合作社系统紧扣新时代脉搏，勇担为农

服务初心使命，走过了革故鼎新、砥砺前

行、勇于奋斗的不平凡历程。

时光流逝，初心依旧。4年中，吉林

省供销合作社系统深入开展农业社会化

服务，开拓创新，攀峰立地，服务“三农”，

全程社会化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磅礴之力 起于黑土
全程社会化服务稳步提升

公主岭市陶家屯镇石柱沟村，吉星

肥业通过领办创办农民合作社，设立农

资、农机、种业、粮食收储和物流配送等

服务窗口，开展土地托管经营，形成了产

前、产中、产后，耕、种、收、销比较完整的

为农服务产业链条，有效扩大了农业生

产规模、服务规模和组织规模，成为我省

农业社会化服务中一个个醒目而深刻的

符号。

到目前，吉星肥业领办的吉星农牧

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入社社员2000余

人，辐射带动5962人。

自此，吉星肥业开足马力，着眼于规

范土地托管，放大服务规模化效益，规范

运作模式、破解服务难题、推动现代农业

示范园建设，将为农服务的“种子”深深

植入这片丰腴的黑土地。

秉持“农民进城打工，供销社为农民

打工”的服务理念，全省供销合作社积极

破解“谁来种地”“地怎么种”难题，大力开

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业服务规模

化，参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依托系统社

有企业、基层社、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

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性服务，探索形成了单

环节托管、多环节托管和全程托管等多种

托管模式，大大提高了土地经营收益和农

业现代化生产经营水平，创新了土地经营

模式，推进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目前，全省供销社建立生产性为农

服务中心24个，托管面积268.8万亩，比

2015年增加了267万亩。其中全程托管

面积 141.1 万亩，半托管面积 127.7 万

亩。

为不断提高为农服务能力，省供销

社成立了供销集团公司，打造省社企业

投融资平台，打造具有省级龙头带动作

用的集团化企业，引领和带动系统社有

企业的发展，构建系统的经营服务体系。

筑牢基础 触角下沉
打造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近年来，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围绕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转变发展

方式，加快培育农村经营主体，着力打造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大力推进基层社改造升级，全省各

地通过联合发展、能人带动和股份合作

等方式，积极推进基层社与农民专业合

作社一体化经营，我省基层供销合作社

覆盖面大幅度提升，系统经营阵地迅速

恢复，经营服务功能不断增强，为农服务

组织网络得到完善提升。

几年来，全省共新建基层社96个，改

造基层社293个，基层社总数625个，乡

镇覆盖率达到100%。

截至目前，全省共领办、创办农民专

业合作社2729家，其中联合社94家，带

动农户60万户，每年为农民增加收入30

亿元。

大力推进农村综合服务社建设，让

供销社系统的服务触角继续下伸。几年

来，省供销社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各地深

入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工程，采取村社共

建、社企联办等多种形式，创建农村综合

服务社，把服务网点延伸到社区、村屯，

积极开展农资、日用品销售、农技推广、

农机维修、测土配方、信息咨询等农业生

产生活服务，较好地方便和满足了群众

生产生活的需要。

随着综合服务社星级社评定工作的

推进，各地供销社实施了村级服务社提

档升级，将人口相对密集村屯综合服务

社打造成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增加文体

休闲娱乐、庄稼医院、各种生活缴费代收

代付、物流配送、电商服务、乡村文化旅

游等功能，提升了为农服务能力。截至

2019年10月末，全省农村综合服务社已

建 立 了 7346 家 ，村 屯 覆 盖 率 达 到

78.8%。其中，综合服务中心达到683家，

占总数的9%。

创新服务 搞好供应
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不断拓展

吉林是农业大省，做好农资供应服

务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点，也是供销

合作社的中心工作。

多年来，省供销合作社打造的农资

连锁供应服务网络，让农资经营网点遍

布城乡。目前，全系统有各种连锁经营

服务网点 11912 个，配送中心 214 个。

2019年，全系统供应各种化肥约321万

标吨，占全省农业生产总需求的60%以

上，确保了农业生产需求。

在发挥农资流通主渠道的同时，省

供销社还成立了“吉林供销农资联盟”，

先后选取永吉、农安等7个县（市区）开展

了农资物联网应用与示范项目试点，实

施智慧农资——全国农资现代经营服务

网络标准化建设。

为积极顺应“互联网”时代浪潮，全

省供销社系统加快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发

展。认真落实省委关于推进数字吉林建

设，加快发展农村电商的部署要求，以服

务农民生产生活为根本，以打造“网上供

销社”为方向，以农产品电商为重点，着

力打造形成供销合作社电商的核心品牌

和鲜明特色，逐步形成了省级谋划带动、

县级辐射联动、镇村跟进驱动的上下贯

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组织体系。

全省供销社系统加快构建线上线下

融合发展，具有强大实力和网络优势的

供销社电子商务经营服务体系，承担起

农村电商“国家队”的历史重任。建成专

业电商企业33家，开展电商业务社有企

业107家，农民专业社204家，物流企业

30家，规模化电商市场园区13个，电商

协会7家，省、县、乡一体化电商经营服务

体系初步构建完成，探索形成了东丰县

“双网双轨双融合”、集安市“公司+基地+

农户+O2O社区店”、四平市“互联网+基

地+配送中心+物流”等一批具有吉林供

销特色的电商发展模式，培育出了“御品

堂”“原生部落”等50多个具有吉林特色、

适合线上线下销售的电商品牌。

从2015年零起步，到2016年的近亿

元，到2017年的13亿元，到2018年的27

亿元，到2019年的31.2亿元，全省供销合

作社系统电商销售额一年一大步，供销社

成为全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生力军。

谱写为农服务新篇章
——全省供销合作社深入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观察

赵义 宋寒 本报记者 任胜章

本报1月8日讯(记者纪洋)挥

毫泼墨辞旧岁，诗情画意迎春来。

今天，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

美术馆承办，省博物院协办的“庚

子大吉——吉林省美术馆百联迎春

展”在省博物院开展。

“绿酒添香欣逢庚子岁，雪花献

瑞欢喜大丰年”……走进展厅，一副

副喜庆的大红对联映入眼帘。本次

展览，省美术馆邀请10位书法家精

心创作了100副书法作品，内容涵盖

楷、隶、行、草各体，展现了深厚的书

法功底和迥异的艺术风格。

省美术馆宣教部主任郝爱迪

说：“在庚子新年即将到来之际，省

美术馆在弘扬传统文化、营造新年

喜庆氛围的同时，以中华民族特有

的传统文化形式——春联，为大家

送上新年的祝福，用艺术开启新生

活、新征程。”

省美术馆百联迎春展开展

本报讯（刘勇）新年伊始，长

白县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就走

进长白镇长松社区，宣传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快板书、歌

舞、相声、京剧、独唱，多种喜闻乐

见的文艺形式，给群众带来欢乐和

精神享受。

2017 年以来，为宣传好、贯彻

好党的十九大精神，长白县精心组

织由50多名志愿者参加的长白县

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利用其

小、快、活的特点，推动十九大精神

进乡镇、进社区、进军营。红色文

艺轻骑兵小分队队长吴长生说：

“我创作的快板书《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放光芒》，力争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传递到

群众心中。”

截至目前，长白县红色文艺轻

骑兵小分队走遍长白县的山山水

水，开展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

演出90余场，观众达上万人，受到

长白县群众的好评。

弘扬正能量 唱响主旋律
长白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走遍全县山山水水

本报1月8日讯（记者张宽）第

三届青冬奥会将于1月9日至22日

在瑞士洛桑举行。我省有14名运动

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本届青

冬奥会。

在本届青冬奥会上，我国将派

出52名运动员参加8个大项、14个

分项、57个小项的比赛。其中，来自

我省的14名运动员将分别参加短

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单板滑雪

障碍追逐、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自

由式滑雪U型场地、越野滑雪和跳

台滑雪的比赛，并有望在短道速滑

等项目上冲击金牌。

我省14名运动员将参加第三届青冬奥会

本报1月8日讯（记者裴雨虹）

今晚，省交响乐团2020年音乐季首

场演出——新春民族音乐会“瑞雪丰

年”在省图书馆音乐厅奏响，与百姓

共迎新春佳节。

本场演出由省交响乐团民族管弦

乐队演奏。双打击乐协奏曲《太阳》拉

开演出序幕，季节特色鲜明的民族管

弦乐《冬》以及国家艺术基金作品《高

粱红了》选段等曲目接连奏响，青年唢

呐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张维维

也助阵音乐会，共同为观众献上了一

场观赏性、艺术性极强的民族音乐

会。省交响乐团团长石东松表示：“今

晚的演出为音乐季开了个好头，接下

来我们还将有20余场演出。”

民乐会“瑞雪丰年”与百姓共迎新春

本报讯（记者隋二龙 赵蓓蓓）

近日，辽源市退役军人企业家联谊

会开展了关爱老兵过大年慰问活

动。

此次活动共分 5个慰问小组，

成员大部分为退役军人和辽源市本

级志愿者，他们分别深入到龙山区

抗美援朝老兵刘珠等26名残疾退

役军人家中进行走访慰问，为贫困

退役军人家中送去米、面、油等生活

用品，表达了对困难退役军人及其

家人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困难

退役军人对此次慰问活动非常感

动。

92岁的刘珠是抗美援朝老兵，

看到志愿者前来慰问，老人激动地

说：“谢谢你们过来看我，你们的到来

让我十分感动！”

辽源退役军人企业家慰问老兵

本报讯（记者张宽）第十四届全

国冬季运动会跳台滑雪比赛于当地

时间1月5日在斯洛文尼亚普莱尼察

北欧滑雪中心落幕。经过3天的激

烈较量，我省运动员包揽了全部项目

的5枚金牌。

跳台滑雪比赛设男子个人标准

台、女子个人标准台、男子个人大跳

台、男子团体和混合团体5个项目，

共有来自16个省、市、自治区的选手

参加比赛。

在首日进行的男子个人标准台

比赛中，来自通化市的李超、杨光分

别以230.4分和230.3分的成绩获得

金、银牌；女子个人标准台比赛中，来

自通化市的李雪尧和吉林市的董冰

分别以213.1分和175.2分的成绩获

得第一名和第三名。

在第二个比赛日进行的男子个

人大跳台比赛中，李超、杨光再次获

得冠、亚军。男子团体标准台比赛

中，由李超、杨光和同样来自通化的

陈哲、田占东组成的吉林代表队以总

分882.2分的总成绩获得冠军。1月

5日，由马彤、李超、李雪尧和杨光组

成的吉林队以721.2分的总成绩，夺

得跳台滑雪混合团体项目金牌。

随着跳台滑雪比赛的落幕，吉林

代表团在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上已

获得16枚金牌。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跳台滑雪比赛收官

我 省 选 手 包 揽 全 部 5 枚 金 牌

连日来，我省各地冰雪旅游持续升温。

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观民俗，赏冰雪。图为游

客们在吉林雾凇岛观赏雾凇景观。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雾凇美景
醉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