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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周艳将执业药师注册证丢

失，注册证编码：221219040107，声
明作废。

●吉林省广吉行文创乡村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伊通满族自治县支
行，账号：0804221609001001811：
开户行代码：102243222168，核准

号：J2432000530701声明作废。
● 韩 铭 洁 将

220104198709231825身份证丢失，
有效期：2016年 6月 23日—2036
年6月23日声明作废。

● 刘 慧 吉 将
220181198105180222 号身份证丢
失，声明作废。

●磐石市东宁街福园宏食品
超市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
证号：JY12202840144567，声明作
废。

●于东生将 吉CB9531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丢失，声明作废。

●磐石市河南街贵族亲子幼
儿园食堂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 本 丢 失 ， 证 号 ：
JY32202840067454，声明作废。

●刘冬梅将律师执业证丢失，
号码 12201201011816728，声明作
废。

●长春天朗地产有限公司遗
失天朗•蔚蓝北府项目G5#/G6#/
G7# 楼移交档案目录 ，编号为
20190201，特此声明。

● 王 凯
（220104197912101378），省委宣传

部技师，工作证号码：吉宣工证字
第0005号，将工作证遗失，声明作
废。

● 邵 淑 清（ 身 份 证 号 ：
220104195206202025）将吉林省巨
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认购合同
书丢失；购房收款收据丢失，编号：
0001369；购房地址：万嘉花园二期
24栋1单元301室，原件丢失，声明
作废。

吉林玖翼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注册号：
220381000014609）经公司股东决定：1、同意吉
林玖翼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注销，2、同意公司
成立清算组，成员为丁威、于琨，由丁威担任清
算组组长。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公司清算组地址：公主岭市陶家屯镇同庆
村，联系人：丁威，联系电话：13578883666。

注销公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和平支行与吉林祥德瑞农业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和平支行与吉林祥德瑞农业有
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和平支行
将其依据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和平支行2014年授字第0007号
《授信额度协议》、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和平支行2014年最高额
抵押字第0007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和平
支行2014年最高额保字第0007-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吉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春和平支行2014年最高额保字第0007-2号《最高额保
证合同》、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和平支行2016年借字第0048号
《小企业借款合同》、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和平支行2017年借款
展期字第0016号《人民币借款展期协议》对借款人吉林大辽投资有限
公司、保证人屠善信（身份证号220402197101153610）、保证人夏春艳
（ 身 份 证 号 220403197507033121）、保 证 人 夏 丹（ 身 份 证 号
220403198707203126）、抵押人辽源市健康产业综合大市场有限公司
享有的全部主债权贷款本金人民币4900万元、利息人民币13,938,
608.66元、强制执行公证费人民币57,590.47元及相应一切从权利依
法转让给吉林祥德瑞农业有限公司。现公告通知各债务人、保证人及
抵押人并要求主债务人吉林大辽投资有限公司、保证人屠善信、保证
人夏春艳、保证人夏丹、抵押人辽源市健康产业综合大市场有限公司
（以及债务承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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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为履行或履行清算责任），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吉林祥德瑞农业有
限公司履行主借款合同、展期协议及担保合同、抵押合同约定的还本
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吉林祥德瑞农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主
债务人吉林大辽投资有限公司、保证人屠善信、保证人夏春艳、保证人
夏丹、抵押人辽源市健康产业综合大市场有限公司（以及债务承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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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代为履行或履行清
算责任），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吉林祥德瑞农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借款
合同、展期协议及担保合同、抵押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
担保责任。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和平支行
地址：长春市绿园区西安大路6599号
电话：17704318365
吉林祥德瑞农业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净月商业步行街1号楼129号房
电话：15606562406

2020年4月17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业务运营支撑系统升级公告

为进一步提高客户服务水平，我公司将于2020年4月23日22：00
至4月24日8：00期间对业务支撑系统（BOSS）进行升级改造，届时停
止业务受理、查询、缴费充值等服务。2020年4月24日8：00以后恢复
正常。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司深表歉意。我们将以更精湛的技
术为您提供更细致、更周到的服务。

特此公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弃婴，男，出生日期不
详，姓名不详，目测3-4个
月。2020年3月25日21时
许，在长白县长白镇长松委
附近拆迁房内捡拾弃婴一
名。随身携带物品：浅蓝色
小被一个、儿童衣物若干。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白山

市儿童福利院联系。联系电话：0439-3352066，
联系地址：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光华路189
号。至登报之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由
白山市儿童福利院养育。

白山市儿童福利院
2020年4月21日

公 告

她，扎根基层，笃定前行；她，身材瘦

弱，却无惧疫情、守土尽责……她就是长

春市朝阳区永春镇妇联干部白帆。在抗

疫工作中，白帆立足防控所需，发挥自身

优势，坚守岗位，贡献巾帼力量。

“我是党员，我不上谁上！”曾是大学

生村官、村党总支副书记的白帆听从镇

党委召唤，主动下沉到长春堡村，和村干

部一道共同做好路口值守、防疫宣传等

工作。天冷的时候，即使穿着厚厚的棉

衣棉鞋，手脚也会冻得发麻，浑身“透心

凉”，但她丝毫不退缩，毅然决然地选择

坚守岗位。

“宣传要接地气，内容要通俗易懂，

引导要直抵人心。”白帆充分发挥妇联联

系群众的优势，坚持守正创新，推出“新

闻、事迹、抖音、短视频、纪实片”宣传组合

拳。在做好疫情防控政策录音、通过宣传

车循环播报的同时，她牢牢把握互联网时

效快、范围广、容量大、成本低、互动性强

的特点，抢占新媒体宣传阵地。她还用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防控政策翻译转化

成“大众读本”，通过抖音平台发布视频

“用东北嗑儿，说防疫事儿”，提升疫情防

控宣传效能。

“记录抗疫历史，记住平凡英雄。每

一个为疫情防控奔波的身影，都让我肃

然起敬。全镇所有抗疫人员，都是岁月

里最深沉的感动、最动人的风景、最难忘

的记忆。”这是白帆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

一段话。为了把更多“最美逆行”“最帅

冲锋”“最强担当”的典型挖掘出来，她深

入了解情况，迅速采写了《奋战“疫”线的

后勤部长》《见“疫”勇为的女支书》《丹心“疫”线铸警魂》等人物

先进事迹报道，在市、区有关媒体刊发后引起强烈反响。

为了更好地讲好永春故事，凝聚正能量，白帆历时两周，

拍摄制作了《永春战“疫”》纪实片。为了拍摄好纪实片，她的

足迹遍布全镇28个疫情防控卡点和医院、农户等重点防控部

位。她说：“疫情防控是一场人民战争、整体战、阻击战。只

有站位全局，写出有分量的好稿子，拍出有质量的好视频，立

足现有能力搞‘大制作’，才能展现出全镇人民众志成城抗击

疫情的使命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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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钟林翰）近日，从光大银

行获悉，作为中国最大的开放缴费平台，光

大云缴费服务项目已突破8000项大关，达

8002项，较年初新增799项。本年缴费用户

达2.15亿户，同比增幅20%；缴费笔数达4.5

亿笔，同比增幅14%；缴费金额达778亿元，

同比增幅16%，光大云缴费服务规模持续高

速增长。

据光大银行云生活事业部兼光大云缴

费科技公司总经理许长智介绍，光大云缴

费服务项目的快速增长是中国光大集团

及银行“敏捷、科技、生态”发展战略实施

的重要体现。长期以来，光大云缴费始终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发展策略不动

摇，重点推进电、水、燃气、有线电视、通

讯、供暖费等六大基础缴费服务持续向

省、市、县三级纵深发展，通过对收费机构

进行名单制精准管理，将目标客户进行矩

阵式、大纵深划分，实现点对点的客户营

销支持。

年初以来，光大云缴费已在河北、重

庆、江苏、贵阳、烟台等地上线了近200项公

共基础类缴费服务。同时，光大云缴费进

一步加大了对各类政务管理平台的支持力

度，快速上线了北京、内蒙古、甘肃等地区

车辆临时号牌工本费代收服务；河南、吉

林、贵州等地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收服

务；西宁等地区公租房租金代收服务；济宁

等地的公务员考试费代收服务。便民缴费

服务范围的不断扩大，进一步夯实了光大

云缴费便民缴费服务基础。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光大云缴

费积极落实各级政府要加大推动线上化便

民服务的力度和线上“一网通办”的服务要

求，快速服务国家机关及各级政府的各类

需求，保障特殊时期云缴费服务项目高效

接入。快速上线湖北省黄冈市交罚代收服

务，当地居民通过云缴费APP、小程序等即可

足不出户完成线上缴款，服务覆盖人群近

500万户；成功接入重庆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燃气费代收服务，助力重庆市疫情相对严重

的云阳、奉节、巫山三大远郊区县近30万居

民实现燃气费线上缴纳，打通金融服务“最

后一公里”；成功上线湖北省十堰市首创东

风水务公司水费代收服务，为十堰市10万

余户居民解决了缴费难题。

1月 24日至3月 31日，光大云缴费已

服务全国31省主要生活缴费用户16201.36

万户，保障完成缴费 26918.07 万笔，金额

423.90亿元；服务湖北全省主要生活缴费

用户124.30万户，保障完成缴费230.54万

笔，金额26654.90万元；服务武汉地区主要

生活缴费用户49.40万户，保障完成缴费

91.20万笔，金额8550.53万元。

许长智表示，在此次全民居家抗疫期

间，众多像光大云缴费这样的线上化服务

支撑起了便民服务的大网，保障着百姓生

活的方方面面，为战胜疫情贡献了坚实力

量，随着“宅经济”“零接触”“云生活”“云办

公”等新生活方式不断深入人心，线上线下

正逐步加快融合，为光大云缴费带来发展

新机遇。下一步，光大云缴费将坚持“规

模、质量、效益”协同发展，大力拓展“生活、

企业、政务”三大生态场景，全力构建“金

融+生活+服务”的普惠便民生态系统，加速

光大云缴费向光大云生活升级，为实现“云

缴费、云生活、云上光大”三步走战略奠定

坚实基础。

光大云缴费服务再创新高
缴费项目突破8000项

本报讯（罗豫鹏）为进一步夯实辖区维稳及边境管控基础，

筑牢群众国家安全观和法治意识，日前，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

池西边境管理大队深入辖区重点部位，开展“安全有你、与法同

行”普法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共发放宣传单1000余份，受教

育群众2000余人。

活动中，池西大队民警围绕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

全、边境安全等方面，采取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解答咨询等方

式，向辖区群众、在校师生、企业员工、外来游客等群体宣传《宪

法》《刑法》《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

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教育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不

断提升安全防范意识，积极参与到辖区维稳、边境管控、扫黑除

恶等各项活动中，合力构建国家安全、百姓安康的坚实屏障。

其间，池西大队民警结合当前疫情形势和防控特点，积极

向复工工人、复学学生、商场员工宣传《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

法规，时刻警示群众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不聚餐、戴口罩、少

出门，树立正确的疫情防控观，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维护国家安

全的铜墙铁壁作用，全力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池西边境管理大队——

深入群众普法宣传
（上接第一版）

加强“点源”治理。全市建成城乡污水集

中处理厂35座，总处理能力为34.01万吨/日，

达到一级A处理标准34座；建设9个工业开

发区污水处理设施；严格重点污染企业排放

标准，天成玉米开发有限公司等6家污染负

荷较大的企业污水已纳入市政污水处理厂，

金士百纯生啤酒有限公司污水处理设施升

级改造已建成投运；完成338个入河排污口

整治；全市158家工业企业建设污水处理站

168座，总处理能力达11.58万吨/日。

实施“内源”治理。南、北河截流干管总

长度约36.2公里，目前已经完工。持续推

进清河行动，今年一季度共清理河道垃圾

2.98万立方米；建成区排水管网 535.6 公

里，完成雨污分流改造207.1公里。市区

累计改造海绵城市老旧小区117个，改造

南北河截流干管约36公里，黑臭水体基本

消除。2019年10月，在全国第三批黑臭水

体治理示范城市申报答辩中，四平位列18

个申报城市第一名，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

金3亿元。

推进“面源”治理。实施化肥、农药减量

增效行动，农药、化肥施用量实现负增长；关

闭搬迁119家禁养区规模化养殖场，并在全

市范围内建设17个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

和1367个散养户畜禽粪污村屯收集点。目

前，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81%，规模养

殖场粪污设施配套率达96%，大型畜禽规模

养殖场粪污设施装备配套率达100%。全市

共建设乡镇生活垃圾转运站34个、农村生

活垃圾集中收集点710个，全市755个行政

村生活垃圾治理基本实现全覆盖。

此外，四平市还倾力实施生态修复工

程。流转河道管理范围及两岸保护带土地

7528.6公顷，设置边沟1000公里、围栏364

公里，建成河流两岸保护带1903.25公顷、

水源涵养林约486公顷。2019年完成造林

68.7万亩，林木绿化率达22%，城市绿化覆

盖率达39%，3年造林绿化攻坚任务提前完

成。2019年，四平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

“全国绿化模范单位”荣誉称号。

夯实保障——
长效机制管长久

生态问题由来已久，生态修复久久为

功。四平不断健全保障机制，用长效机制管

长久。

夯实协同共治机制。着眼干支流、左右

岸、上下游关系，实施协同共治监管机制。

去年多次与内蒙古联络沟通，寻求西辽河

金宝屯断面来水超标问题解决途径；与辽

宁省铁岭市沟通协调，成功关闭其境内沿

河小型养殖场，解决了东辽河四双大桥断

面水质超标问题。近期，拟与铁岭市签订

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东辽河、条子河等

界河治理。

夯实联防联控机制。在充分发挥各级

河（湖）长作用的基础上，建立了“辽河污染

防治项目推进”微信工作群，各市、县主管领

导和30余个部门负责人参与，及时协调解

决各类问题；市公安局成立了环食药犯罪侦

查支队，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打击

力度；市生态环境局在全省率先实行环境执

法体制改革，采用“局队合一”模式组建基层

执法队伍，2019 年共检查企业 2500 余家

（次），行政处罚78件，关闭、淘汰散乱污企

业26家。

夯实稳定运营机制。以县（市）区为

单位，积极探索第三方集中运营模式，实

现辖区内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一家管理、一

家运营，破解“九龙治水”难题。组织精干

力量，对现有污水处理厂实施驻厂监督，确

保污水处理厂稳定运行、达标排放。针对

污水处理设备运行和金宝屯断面水质超标

等问题，聘请省内及中国环科院专家、技

术人员100余人次，现场指导解决技术问

题20余项。

夯实督察问责机制。截至去年末，各级

环保督察交办案件1339件，目前已经完成

1303件，完成比例达97.3%。实施督察整改

清单式管理，建立提示、预警、督办、约谈、问

责“五步工作机制”，2019年下达提示、预警、

督办函等112份。

本报 4月 22日讯（记者徐雁秋 实习

生李佳聪 耿健）记者在今天召开的长春

市暨长春新区2020年人才管理改革试验

区工作会议上获悉，创新实施“长白慧谷”

英才计划 10 年间，已入选人才项目 138

个，长光卫星、永利激光、永固科技等一些

引进项目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新区高

质量可持续快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

生动力。

一直以来，长春新区高标准发挥试验

区的引领示范作用，推进人才体制改革，

构建人才服务体系，营造人才生态环境。

2019 年，全区人才建设投入资金 2.81 亿

元，新引进产业类项目109个，集聚各类高

层次人才9000余人，1名人才当选中科院

院士，3名人才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

“长白慧谷”海纳天下英才工作获得全国

最佳案例奖，全年兑现人才政策资金4200

多万元；落实外籍高层次人才出入境优惠

政策，吸引新注册涉外企业17家。通过赴

北京“双一流”学校招聘等引才活动累计

引进人才600余人。开展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等活动，集聚30个优秀人才团队项目。

授予长春圣博玛陈学思等10名人才“长春

新区第一批杰出创新创业人才”荣誉称

号；协助企业获得省市人才项目支持、奖

励2100多人次，政策支持资金达7700多万

元。120套人才公寓全部投入使用，切实

解决人才子女就学、配偶工作等问题和生

产生活实际需求。

2020年，长春新区将列支2亿元专项，

用于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建设，全年新引

入大学本科以上人才 7000 人以上，以政

策、创新、金融支持等层面的全方位服务，

不断优化的人才生态环境，绘就引才用才

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画卷。

长春新区“长白慧谷”英才计划辉煌十年

138个人才项目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