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4月8日，以“益起来 绘精彩”为主题的体彩吉祥物征集

活动启动会通过线上播出的方式进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

阶段，体彩秉承责任为先的理念，创新活动举办形式，这也是中国体育

彩票首次在线上举办品牌活动。

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总设计师曹雪现身体彩吉

祥物征集活动启动会，与广大网友在线互动，并从专业设计师角度对

体彩吉祥物的设计理念提出建议。启动会还邀请知名动漫博主小幺

鸡以及“苏大强”卡通形象的作者马里奥小黄，在线分享对体彩吉祥物

设计的理解，并结合疫情期间的正能量作品与网友一起畅谈绘画带来

的治愈力。

除了邀请到设计界大咖助阵之外，网友们在线即时互动也是启动会

的亮点之一。体彩吉祥物征集活动启动仪式别出心裁地由全体观众共

同参与完成，大家一起发送能量弹幕，开启本次体彩吉祥物的征集活动。

体彩吉祥物征集活动是对“公益体彩、乐善人生”这一体彩品牌理念

的全新诠释，不仅号召全民参与，激发人们的创作能力，同时让广大公众

更加具象化地了解中国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

体彩吉祥物将集公益性、艺术性、创新性于一身，而最终入选的作

品，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丰厚奖励。“益起来 绘精彩”，你是否想为公益

体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一份惊喜？期待更多人参与到体彩吉祥物征集

活动中，一起为公益助力，为梦想加油。

（省体彩管理中心供稿）

“益起来 绘精彩”体彩开征吉祥物

08 2020年4月14日 星期二 编辑 唐咏 王淳红
综合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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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依据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1执866号之二执行
裁定书及（2018）吉01执86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将徐京武名下的[丘
地号；2-32/5002-28（3）]房屋更名到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名下。原产权证号 3060071263 号房屋所有权证作废、吉
（2017）长春市不动产权第0002978号权利证书作废。

长春市房产权属与交易景阳服务中心
2020年3月11日

公 告

●王欢将医师资格证书丢失，
证 书 编 码 为

201522141220521199010014221，

声明作废。

●刘晓锋身份证于2020年04

月 07 日 丢 失 ，身 份 证 号 为 ：

220502198012191025，现 声 明 作
废。

● 王 丽 娜（ 身 份 证
22012519741205102X）将长春亚泰

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款凭
证，NO：5005575华府L05栋105室
抵押金贰万元票据丢失，声明作
废。

●吉林大学—莱姆顿学院将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
本丢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220000E58552061G,声明作废。

● 赵 增 全
（220111196902153632）将购买兆
丰·青年路玖号小区第5#幢2单元
1107房间号《商品房买卖合同》丢
失，合同号0000000001364110，建

筑面积71.82平方米，声明作废。
●王光磊(身份证 2201221

98310150954 )将与恒盛汇鑫(长
春)置业有限公司2019年10月20
日签订的长春市阳光美湖天地小
区12栋 1单元902室房商品房买
卖合同编号：0000000001369423
一式四份中的一份(剩余三份有
效)遗失，声明作废。

●马丽红将吉AQB400行车证

丢失 ，品牌捷达 ，车辆识别码
713001268，声明作废。

●吉林省图书馆信息咨询服
务部不慎将部内公章遗失，公章编
号为：2201660004089，声明作废。

●李国铭存档手册239804丢
失，声明作废。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
公司遗失8本《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书号分别为：梅国用（92）字第

060327 号 、梅 国 用（92）字 第
060328 号 、梅 国 用（92）字 第
060329 号 、梅 国 用（92）字 第
060330 号 、梅 国 用（92）字 第
060331 号 、梅 国 用（92）字 第
060343 号 、梅 国 用（92）字 第

060349 号 、梅 国 用（92）字 第

060350号，特此声明。

●公主岭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中天农业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将农

药经营许可证正副本丢失，证号：
农药经许（吉）22038120211，声明
作废。

●刘彦雨将吉A5E511的车保

险 单 丢 失 保 险 单 号
805112019220182003249，声明作
废。

●朝阳区秀慧家具经销处，编

码522521197309234185发票专用

章丢失，声明作废。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吉

林省机要通信局将名称为吉林省

机 要 通 信 局 ，税 务 登 记 号 为

22010300092942发票章丢失，声明

作废。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吉

林省机要通信局将名称为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吉林省机要通信局，登

记号为 2201121165011 合同章丢

失，声明作废。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车轮分公司解除以下3

人劳动关系：
王 凯，身份证号：220104197508029212；陈世军，身份证号：

220103197610080210；宋晓明，身份证号：220103196808123517。
事由：无预留电话或预留电话已变更使用人，按人事档案记载居

住地发复工通知函被退回，失联。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以上3人，限期30日内来公司办理离职手续，转移人事档案。否

则，后果自负。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车轮分公司

2020年4月14日

吉林大学公告
校人字〔2020〕89号

根据国家和吉林大学有关文件，经学校研究决定，拟对下列脱岗
人员按解聘处理。如下列人员对学校决定有异议，请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与学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处联系。此外，若下列人员与学
校有未结清的经济、住房等关系，学校保留追究的权利。

姓 名 工作证号 处级单位
王佳宇 101695 原子与分子物理研究所
阚世海 102553 原子与分子物理研究所
孙际童 608881 基础医学院
张晓东 900575 动物医学学院
王海波 90024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邓艳辉 600725 化学学院
孙敬民 608413 建设工程学院
刘 昆 D10191 第二医院
于 硕 603110 考试中心
高 宏 603262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吉林大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处
2020年4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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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南关区夹馅棚户区二期老亚细亚地块项目范围内
的征收与补偿工作。

为加快推进长春市南关区夹馅棚户区二期老亚细亚地块项目的
建设，依法向被征收人下达了《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
决定书》。现对张程（220102********1419）、陈安廷（220102********
1615）公告送达《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请被
征收人速到长春市南关区永春社区（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现场办
公室）领取，联系电话：17543077536

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
2020年4月13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吉林有限公司服务升级公告

为了给全网移动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进行了基础服务
权益升级，从2020年4月14日起，将国际/港澳台漫游、国际/港澳台直
拨功能纳入基础通信功能向全省移动客户长期开放，不再设置有效期。

受客户状态等因素影响，我公司将分阶段逐步为全省移动客户
开通，如您有国际/港澳台漫游需求，建议提前通过10086客服、中国
移动网上营业厅、中国移动APP进行国际漫游功能开通状态的查询，
确保不影响您出境时的通信需求。

特此公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公 告
韩桂秋（身份证号220102195404172223）

将房屋所有权证丢失，号码：长房权字第
3060051219，声明作废。

公 告
王维东与郭来明于2017年6月1日、2017

年12月28日，就位于长春市绿园区景阳小区
长房证权字201611090023号商业用房签订的
租赁合同，已于2020年1月31日经王维东与
郭来明商定，将所签订的租赁合同解除。特此
公告。

公告人：王维东
2020年4月13日

公 告
根据吉林省《关于加快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和

《梅河口市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方案》的要求，按照工作程序。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止，进行职工个人信息核实工作，请
以短信、微信、电话、邮寄等方式提供如下信息： 1姓名 2性别

3年龄 4现住址 5身份证号码 6联系电话 7原工作
单位 8是否已退休 9退休时间。上述信息报至个人劳动关系所在
管理部门，逾期未申报的后果自负。

辽源矿务局建井工程处联系方式：
地址：吉林省梅河口市红梅镇建井工程处安装公司
邮编：135019
收件人：赵国辉 联系人：赵国辉
微信号：15943775855 电话号：18104375380

辽源矿务局建井工程处
2020年4月13日

第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可以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健全诉讼

案件特邀调解工作机制。对适宜调解的案件，在登记立案前，

可以委派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进行调解；在登记立案

后，可以由法官进行调解，也可以委托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

解员进行调解。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

第四十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符合和解法定条件的公诉案

件及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可以建议或者引导当事人达成和

解；经当事人同意，也可以邀请相关组织参与协商和解。

第四十一条 信访工作机构收到信访事项，应当依法甄

别，对应当由诉讼、检察监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法

定程序解决的事项，告知信访人通过相应程序办理。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四十二条 各级统筹协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部门应

当组织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

信访工作机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金融监管部门、妇联等建立多元化解纠纷联席会议工作机

制，定期研究部署、统筹推进多元化解纠纷的具体工作。

可以邀请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公证机构、司法

鉴定机构、行业协会、教育机构、心理咨询机构等参与多元化

解纠纷联席会议。

第四十三条 各县（市、区）应当建立健全相关部门一体

联动的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平台，健全首问责任制、分流交办、

检查考核等制度，加强各部门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衔接联

动。

县（市、区）的各行政主管部门根据需要，在道路交通、劳

动争议、医疗卫生、物业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土地承包、生

态环境保护以及其他纠纷多发领域，推进构建专业性纠纷化

解服务平台。

建立健全纠纷多元化解部门联动工作平台与专业性纠纷

化解服务平台之间在案件流转、信息共享等方面的联动机制，

实现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

第四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人民调

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

等纠纷化解组织建设，对多元化解纠纷工作所需经费给予保

障；将人民调解委员会补助经费和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劳动

人事争议调解工作经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工作经

费等纳入财政预算。

第四十五条 具备政府购买服务条件的纠纷化解主体，可

以将适合的纠纷化解工作委托社会力量办理并纳入本级人民

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第四十六条 鼓励各地区依法建立纠纷化解相关基金会，

鼓励社会各界为公益性纠纷解决服务提供捐赠、资助。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供司法救助。

当事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提

供法律援助。

第四十八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关和律师协

会、民商事仲裁机构等相关组织应当更新观念，强化运用多元

化解纠纷机制满足当事人不同需求的意识和能力。

司法行政机关及其他有关部门或者组织，应当完善调解

员队伍培训管理机制，加强社会工作知识培训和工作技能培

训。

鼓励建立发展专业化、职业化的调解培训机构。

第四十九条 各级统筹协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部门

应当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化综合平台建设，依托“数

字吉林”建设，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完善信息

沟通和共享机制，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在多元化解纠纷中的

运用。

第五十条 各纠纷化解组织的主管部门或业务指导部门，

应当建立健全纠纷化解组织人员的履职保护等相关机制，完

善纠纷化解组织人员的职业保障体系。

第五十一条 各级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行

政机关、新闻媒体等有关单位或其他有关组织，应当加强法

治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宣传典型案例，增进公众对多元化解

纠纷的理解和认同，鼓励和引导公众理性选择纠纷化解途

径。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五十二条 各级统筹协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部门应

当将多元化解纠纷工作机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平

安建设）考评体系，将考评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

核评价的参考。

第五十三条 有关国家机关或者其他组织未履行本条例

规定职责的，由其主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

其直接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国家公职人员或者其他相关人员在多元化解纠纷工作

中，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处分或者相应处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法律、法规对责任追究已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吉林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
（上接7版）

（上接第一版）要支持企业提升管理水平，

鼓励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继续实施“个转企”专项行动，

加大对民营企业家培训力度。要支持民营

资本参与混改，确保民营资本、国有资本优

势互补、融合发展、互利共赢。

巴音朝鲁强调，要深入企业、解决问

题，进一步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当前，宏

观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对营商环境要求越

来越高。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以

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精神，推动思想解

放、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积弊、解决突

出问题，为经济企稳回升、逆势上扬创造

有利条件。要优化政务环境，大力推进服

务型政府建设，深入推进“放管服”“最多

跑一次”改革，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要优化市场

环境，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坚决

砍掉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要优化法

治环境，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坚持依法行

政、依法办事，让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

资、安心经营。要优化人文环境，大力营

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浓厚社

会氛围。各级干部要深入一线、用心用

情、一帮到底，积极主动为企业服务，加快

推动解决企业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痛点

问题。

景俊海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政府围着企业

转，企业有事马上办”的理念，为企业服好

务、添好油、助好力。各级党委、政府对企

业家要关怀、宽容、厚爱，斩断一切伸向企

业的黑手，严惩一切欺诈企业的伎俩，让企

业家腾出精力、放开手脚、安下心来谋发

展，全力构建吉林“好企林立、好企如林”的

良好格局。

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领导吴靖平、

胡家福、王凯、车秀兰，省政府秘书长王志

厚，省直、驻省中直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

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州）、长白山开发

区、长春新区、各县（市、区）负责同志在分

会场参会。

突出主动作为 坚持精准施策 强化精细服务
帮 企 业 渡 过 难 关 让 企 业 逆 势 图 强

（上接第一版）

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为期7天的“服务企业周”正式拉开帷幕。“省直

各有关部门，将按照‘服务企业周’活动安排，围绕减税降费、融资对接、

科技创新等七个方面开展专项服务行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

记、厅长霍岩说，“我们将以‘服务企业周’为标志，推动服务企业进入一

个崭新的阶段、跨入一个全新的水平。”

良策在手，贵在落实。

先看长春，把“服务企业周”活动与“万人助万企”“专班抓项目”结

合起来，与优化营商环境结合起来，制定实施了《长春市“服务企业周”

活动方案》，市级层面重点开展12项服务企业活动，各县（市）区 、开发

区自主开展30场特色服务活动。

再看梅河口，紧抓服务企业和项目建设“两条主线”，突出抓好设立

台账、专班包保、群策群力、要素保障和政策支持等五个方面的服务，巩

固优化营商环境，着力培育新动能、壮大新产业、发展新业态，助力企业

蓬勃发展。

政府服务更贴心，企业发展添信心。

大会上，李吉宝荣获“卓越贡献民营企业家”称号。作为吉林省通

用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掌门人，他坦言，“这份荣誉既是压力，也是

动力。”他说：“吉林的发展，企业家要发挥作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点

是商业模式的转型和盈利能力的升级，这些大会都给出了明确的思

路。接下来，我们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把企业做得更好。”

“这次大会让我备受鼓舞，提振了复工复产和振兴发展的信心。”长

春合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天伟表示，“大会对民营经济的扶持

政策更加明确，企业未来的发展思路更加清晰，内容具体、务实，很多地

方与我们企业都有结合点，让我们民营企业发展更有信心。”

作为外部投资企业的代表，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张金龙一上台，就为我省服务企业的做法点赞，他说：“吉林省以一系列

叠加组合的扶持政策助力企业发展，提振了我们迎难而上的士气，坚定

了共克时艰的信心。投资吉林，落户白城，是‘梅花’的最正确选择！”

念好“服务经”，耕好“责任田”，让企业家安心谋发展，让企业更有

公平感、安全感、获得感，活力涌流、迸发。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吉林

便是一派“好企如林”的繁荣景象。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历史进程中，他们必将释放出更多的能量、作出更大的贡献！

（上接第一版）不断扩大吉林企业、吉林
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各级党委、政府要
引导扶持企业把握机遇，转型升级、加快
发展，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落实创新支持
政策；支持企业转型升级，突出抓好战略
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支持企业提
升管理水平，鼓励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支持民营资本参与混改，确保民
营资本、国有资本优势互补、融合发展、
互利共赢。

服务好企业，要继续完善优化营商
环境的长效机制。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是
一场持久战，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深化“放管服”改革，各级相关部门要以
推行“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为着力
点，推进行政审批服务便民化，打破各种

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做
到“政府围着企业转，企业有事马上办”，
为企业服好务、添好油、助好力。积极探
索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寓监管于服务
之中，以信息化服务更大限度服务企业，
方便企业各种非经营性业务的办理，降

低社会交易成本。切实落实更大规模的
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
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企业
发展“解渴”“输血”。健全执法司法对企
业的平等保护机制，严格依法行政、依法
用权，斩断一切伸向企业的黑手，严惩一
切欺诈企业的伎俩，让广大企业家吃下
定心丸、安心谋发展。只要吉林“好企林
立、好企如林”，我们就一定能奋力实现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

服务好企业是义不容辞的重大政治责任

（上接第一版）就是能喝上一口纯净的自

来水。

村民代红说：“现在自来水通到家里

了，你看这水质多好。”

长期以来，受地理条件影响，通榆县

部分农村饮水中铁、锰、氟等物质严重超

标，成为致病致贫的主要原因之一。

2019 年 5月，通榆县把饮水安全作为解

决民生问题的“生命线”工程，推出了

“建、改、防、清、治、管”六项综合性举措，

开展了为期60天的农村饮水安全“大会

战”，一举实现了供水保障率和水质合格

率“双百”的目标。通榆县还创新管理机

制，对水源井实行乡镇统一管理，实施市

场化运作，聘请专业队伍进行维护。

2019年8月，在全省农村饮水安全工

作视频会上，通榆县作了典型经验介绍。

2019年 9月，国家水利部在专项检查时，

对通榆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特别是

在运维管护的机制体制方面，给予了充分

肯定。

“应改必改、一户不落”圆了群
众安居梦

崭新的住房整齐划一、笔直的道路伸

向远方，走进改造后的通榆县各村屯，眼前

呈现的是一幅幅美丽的新农村景象。

鸿兴镇花园村贫困户张文武多年来

一直居住在破旧不堪的泥草房里，房漏雨

窗透风。2019年在扶贫政策的支持下，老

张住上了崭新的大瓦房，同时又顺利脱

贫，老两口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张文武说：“去年我和孙子一家共同

享受国家危房改造政策，将房子盖到了一

起。做梦也没想到不花钱还能住上这好

房子。”

张文武的孙媳妇李月说：“感谢党的好政

策，让我爷能有这样安居乐业的晚年生活。”

住房安全，事关群众饥寒冷暖，关乎脱

贫攻坚成败。2016年以来，通榆县牢牢抓

住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机遇，累计实施危房

改造22554户，仅2019年就完成改造7223

户，实现了应改尽改。同时，对2595户历

年除险加固房屋进行了多轮排查，问题逐

户整改销号，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在

2019年 9月召开的全省住房安全保障工

作推进会议上，通榆作为两个先进县之一

作了典型经验介绍，工作成效得到了省政

府和住建厅的一致认同。

“庭院经济”圆了群众致富梦

曾经的贫困户，如今的富裕户。苏公

坨乡天利太村天利太屯村民刘志，在扶贫

政策和包保干部的扶持下，摆脱了贫困，日

子越过越红火。

刘志说：“第一书记给我出主意，让我

发展庭院经济——养猪。今年已经卖了六

七十头，现在一年纯收入能达到八九万元

了。我希望养猪的规模再大些，将来能带

动周边的老百姓共同致富。”

发展产业是实现稳定脱贫、减少返贫

的治本之策。通榆县按照产业项目全覆盖

原则，采取“自主经营”“合作经营”“托管经

营”3种模式，按照“一个责任书、四个合

同”的规范要求，着力发展农业产业项目，

2016年以来，实施种养殖和庭院经济等产

业项目189个。特别是2019年，通榆县在

发展庭院经济的基础上，采取“以奖代补”

模式，发展庭院经济总户数14828户，种植

面积27808亩，实现户均庭院增收2500元。

在团结乡建设完成“生猪养殖园区”，

带动全县所有贫困户增收，其中脱贫户和

一星贫困户每户每年增收320元，二、三星

贫困户每户每年增收640元。在边昭镇建

设蔬菜棚膜产业园区，目前，已与天意公司

签订了租金为60万元的租赁协议，带动边

昭镇1732户贫困户受益。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亮堂”

缤纷体彩

本报讯（记者张宽）4月8日，在天津进

行隔离的长春亚泰队赴海外拉练的将士

收到当地相关部门开出的“解除隔离医学

观察告知书”，同意结束隔离。当晚，亚泰

将士乘坐大巴抵达长春。结束天津、长春

两地隔离的亚泰将士，与没有出国拉练的

部分亚泰球员在长春会师。主力球员谭

龙也于4月6日结束国足在海南三亚的隔

离安全返回长春。根据长春市疫情防控

规定，亚泰将士在结束第一个阶段14天隔

离后，再进行7天隔离。

3月25日，结束55天海外拉练的长春

亚泰队从第一入境点天津回国，但同机因

有旅客出现发烧症状，导致部分亚泰将士

受到影响被留在天津进行隔离医学观

察。没有受到影响的亚泰将士回到长春

进行隔离医学观察。隔离观察期间，全体

亚泰将士多次进行核酸检测，结果均正

常。从去年11月30日开启冬训模式，长

春亚泰队先后经历了昆明海埂两个阶段

体能训练，土耳其安塔利亚两个阶段的海

外拉练。

亚泰将士结束隔离会师长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