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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公主岭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君达种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将于2020

年5月15日10时在淘宝平台阿里拍卖破产强清频道（网址：http://

zc-paimai.taobao.com/），将公主岭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君达种业有限

公司破产实物财产进行整体拍卖，起拍价17367261.66元。有意者请

关注拍卖信息或与管理人联系。联系人：何彦军律师、刘美律师，联系

电话：19904348128 、13689735880

公主岭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君达种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4月28日

遗失声明
●磐石市河南街佳民地摊烧

烤店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丢失，

证号：JY22202840132011（1-1），声

明作废。

●赵海洋遗失吉林工程技术

师 范 学 院 学 生 证 ，证 号 ：

1604064108，声明作废。

●吉林省鼎安建筑有限公司

丢失公章、法人章、财务章，现声明

作废。
●伊通满族自治县小孤山镇

众晶鑫种植专业合作社将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 J2432000363701 丢

失，声明作废。

●榆树市越城农机具制造厂

将注册号 220182060026599 的工

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

废。

●聂晓光将与吉林省中深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房

屋坐落在城市嘉园二期 59 栋 5

门 310 室购房合同遗失，声明作
废。

●聂晓光将与吉林省中深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房

屋坐落在城市嘉园二期 59 栋
120 号房购房合同遗失，声明作
废。

●聂晓光将吉林省中深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屋
坐落在城市嘉园二期 59 栋 5 门
310 室购房收据遗失 ，声明作
废。

●聂晓光将吉林省中深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屋坐落
在城市嘉园二期59栋120号房购
房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 麻 百 超
（220122199303252815）将残疾军
人 证 丢 失 ，证 件 号 码 ：
2019H21320893032510222，声明作

废。
●吴玲将身份证丢失，身份证

号：220105196304150629，声明作
废。

中国拍卖行业AAA级拍卖企业拍卖公告
吉林省金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受委托，于2020年5月7日上午9:30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通用别克、东风天籁

等共计14台车辆分别进行公开拍卖。车辆情况详见下表：

有意竞买者请将竞买保证金￥1 万元/台存入拍卖人账户
（账户名：吉林省金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招商银行
长春分行营业部，账号：4319 0174 6310 808 汇款用途：竞买
保证金）。

展示时间：2020年 4月 27日至 28日

展示地点：长春市蔚山路 855号吉林日报社
看车电话：13756683225 张先生
登记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20年 4月 30日 16:00 止
拍卖人联系电话：0431-87659868 13331753653 景经理
网络竞买登记咨询电话：13604443005 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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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号码

吉A-W5587

吉A-H0921

吉A-D1072

吉A-G0030

吉A-45717

吉A-01HG8

吉A-C0656

吉A-UR856

吉A-H192K

吉A-F76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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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A-A1255

吉A-A1139

吉A-W5519

品牌型号

通用别克

东风天籁

宇通

丰田皇冠

大众捷达

通用别克

江淮

奇瑞威麟

江淮

海马

东风

依维柯

依维柯

通用别克

登记日期

2007-05-22

2006-10-20

201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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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13

2006-01-05

2010-05-20

2012-06-11

2011-07-01

2014-07-01

2011-05-12

2008-10-13

2008-10-13

2007-05-22

年检到期时间

2020-05

2020-10

2021-04

2020-07

2020-07

2021-01

2020-05

2020-06

2020-07

2020-07

2020-05

2020-10

2020-10

2021-05

拍卖参考价（元）

4500

6000

21000

30000

4000

6000

3000

2000

3000

5000

5000

5000

4500

4500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韩晓东（身份证号 220104197310232055）、王硕（身份证号

220102198303271015）两位同志，现根据本单位规章制度，本单位
决定与以上人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特此公告
吉林广播电视台
2020年4月28日

受委托方委托，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玉米筛下物公开处置项
目进行国内竞争性谈判，现邀请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提交密封响应
文件。1.项目概况与采购内容：1.1项目名称：玉米筛下物公开处置项
目；1.2谈判编号：03-07-04E-2020-D-E05575；1.3项目规模：玉米筛下
物1535吨1.4储存地点：农安县万顺乡内。1.5出库期限：自成交合同
签订之日起10日内。1.6销售底价：550元/吨，供应商报价低于550
元/吨的将被否决。2.供应商资格要求：2.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
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2.2企业信誉良好，未
发生违法违规行为。（1）未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网站（www.gsxt.gov.cn）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2）
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
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3单位负责人为同
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包报价或者未
划分包的同一项目报价。2.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3.谈判文件
的获取：3.1凡有意参加谈判的合格供应商，请于2020年04月30日8
时30分至2020年05月02日16时00分（北京时间，下同），登录“诚E招
电子采购交易平台”（网址：https://www.chengezhao.com）注册账号，
并线上购买谈判文件。同时将资格证明材料扫描件发送至gczbjltt@
163.com。3.2谈判文件每套售价500元，过期不售，售后不退。3.3供
应商在提交响应文件前，应按照有关规定递交谈判保证金，谈判保证金
金额为：15000元。4.响应文件的递交：4.1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同
报价截止时间）为2020年05月06日10时00分，地点：吉林省长春市二
道区自由大路4848号北方大厦402会议室一。4.2逾期送达或不符合
规定的响应文件不予接受。4.3有效递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不足三家
时，采购人另行组织谈判。5.联系方式：采购代理机构：公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4848号北方大厦4楼；
项目负责人：许科、马海、齐朋；联系人：李岩、许科；电话：13630570337、
15844065662；邮箱：gczbjltt@163.com；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广州花园
支行；账号：3110910037672005575；注：此账号为该项目独立账号，请各
供应商注意避免汇款错误，进而影响项目报价。6.附加项；参加本项
目的供应商可在谈判前自行进行现场实地看样，未进行现场看样的，视
同认可标的物的质量，谈判成交后不得再对质量提出异议。看样联系
人：刘先生，联系电话：13894663102。

竞争性谈判公告

自商贸领域复业以来，长春市宽城区积极采取有力措施

应对疫情对商业带来的冲击，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影响，积极

营造消费氛围，帮助大型商贸企业做宣传、推介，为企业搭建

平台，广泛调动大型商贸企业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活

动，促进区域消费市场快速恢复增长。

多项活动“齐上阵”
为进一步营造促消费稳增长的浓厚氛围，宽城区商务局

精心谋划，采取现场直播、云端促销的方式，拓展线上销售业

务，加快消费转型升级，以突出内涵丰富、载体创新、特色突

出为宗旨，联合域内商贸企业开展“品味春意·约惠宽城暨宽

城区吃喝玩乐购消费节系列活动”，助力重点商贸企业开展

新型线上促销活动，推动全区消费升级。

同时，在全区范围内不间断开展以“四大主题活动”为核

心内容，打造更加多元化、特色化的购物消费活动。其中包

括以“夜聚会”为主题，打造中东“将夜”、宽城万达“时光里”

等主题夜市，开展夜间促消费稳增长活动，打造星兴·宽城夜

经济品牌；以“云消费”为主题，依托阿里云东北生态运营中

心、黑水路数字经济直播基地、饿了么等线上平台，开展云端

促消费稳增长活动，推动宽城消费方式转型升级；以“一站

汇”为主题，围绕中东奥莱、宽城万达、国商百货等综合型商

企，开展吃喝玩乐购一站化促消费稳增长活动，营造宽城链

锁式消费氛围；以“平台惠”为主题，利用“和谐宽城”“宽城商

务”等资源，搭建宽城联动型促销平台，汇集宽城区内商家开

展“优品宽城”线上抢券促销推送活动。

精心策划促消费
为提升商业消费，提振消费信心，刺激消费市场，宽城区

商务局结合实际，制定了配合商家让利促销、深化夜间经济

发展、推动线上消费模式、倡导干部带头消费、支持商企延时

经营、扶持商企做大做强、保障防疫物资供应、强化企业宣传

推介等8条务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加快商业回暖的步伐。

目前，驻区广大商贸企业全力支持、踊跃参与，砂之船

（中东）奥莱、宽城万达广场、国商站前店等重点商企，开展了

面向社会发放购物优惠券等形式的促销活动。

此外，在“五一”期间，宽城万达广场将策划灌篮高手、激情

足球、成长宝贝、免费停车、快时尚200减50等多样活动；东北电

器城将举办春季购物节；居然之家太阳城店将为春城百姓送出

总额1000万的消费券；砂之船（中东）奥莱将重磅推出1000元

得1300元消费卡活动，吸引顾客进店消费；欧亚广场超市将开

展满68减5的的活动，店内服饰类各品牌折扣店，1折起惠卖，

个别品牌低至0.5折起；国商百货站前商场将开展在满额减现

活动基础上，增加线上储值预付、1分钱抢购专项赠券等活动。

创新服务惠民生
宽城区进一步拓宽了促销渠道，并联合大型商超与吉林

省福瑞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作，推出全区15家大型商超线

上抢电子券活动，活动期间推出优惠券4000余份，优惠额度

达10878元。

同时，为10家商贸企业搭建平台，组织商企进机关进行

扫码领优惠、派发代金券代金卡等促销宣传活动，并与街道

办事处及11家商企联合，开展商企进社区宣传促销达20多

场，受众人群达6万多人次。

落实政策助发展
全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 吉林省人民

政府印发<关于应对疫情影响支持服务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政

策举措>》，主动做好财政政策宣传，积极收集有需求的企业

信息，帮助协调有关部门为站前国商、双胞胎粮食公司申请

贷款，促进保障该政策落地。

同时，支持重点商贸餐饮企业扩大经营规模，深入益和

集团开展调研，宣传指导落实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经营

积极性；组织开展线上知识培训，借助省厅、市局培训平台，

区商务局分别组织跨境电商企业、农村电商经营主体13户，

参加为期2个月的电商知识免费课程培训，并广泛收集行业

诉求；为欧亚五环广场协调相关部门研究减免供热费问题，

并汇总整理了11家企业反映的商场、批发企业租金减、免、缓

等补贴问题，争取上级部门支持。

举网以纲，千目皆张。

下一步，宽城区将通

过务实的举措开展促消

费活动，并牵住当前全

区经济稳增长的“牛鼻

子”，将被抑制、被冻结

消费释放出来，将新型

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

大起来，全力以赴迎接商贸行业全面恢复、健康发展的春

天。

长春宽城：创新推动促消费 精准施策稳增长
翁俊雷 王成 本报记者 刘霄宇

欧亚奥莱再现排队购物狂潮欧亚奥莱再现排队购物狂潮

国商百货站前店顾客迎门国商百货站前店顾客迎门

人们在宽城万达广场人们在宽城万达广场

品尝特色美食品尝特色美食

砂之船（中东）奥莱“五一”优惠活动

（上接第一版）听说项目建成后年消耗秸秆30万吨，他指出，

要抓住国家补贴政策有利契机，再谋划实施一批生物质发

电项目，加快推动秸秆资源“五化”利用，真正变废为宝。他

听取吉林天池钼业公司日处理2.5万吨钼矿石项目进展介

绍，要求深化与陕西有色集团等伙伴合作，延伸链条、做大

规模、兑现价值。同时做到边开发矿产、边恢复植被，保护

良好生态环境。

在舒兰市汉庭酒店集中隔离点，景俊海认真检查隔离防

控措施，并与从绥芬河口岸入境的被隔离人员视频连线，他

说，希望大家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配合防疫工作，团结一致战

胜疫情。在听取吉林市、舒兰市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后，景俊海

强调，当前，强化疫情防控这根弦必须绷紧，“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各项工作必须做细做实做到位。要按照“六个闭环”要

求，提前了解、精准掌握入境返吉人员隔离状态、健康信息等，

严格转运措施，坚决防止交叉感染，实现从“国门”到“家门”无

缝衔接、精准闭环。入境返吉人员一律集中隔离21天，之后

再居家单独隔离7天，居家单独隔离必须做到单独空间单独

隔离。社区服务人员要为被隔离人员提供非接触式服务，集

中隔离点防疫人员要做好安全防护，有效降低疫情传播风

险。要在常态化防控疫情前提下，落实“十个聚力”要求，推动

复工复产复市提速扩面，保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势头。

李悦、安立佳、王志厚等参加有关活动。

（上接第一版）

疫情初期，积极为复工复产企业配备防

护物资，随后为保障复工复产的落实，制定

出台《吉林省工业企业疫情防控工作导则》，

组织企业做好各项防护；建立8个援企平台

和企业服务热线。针对重点企业供应链、配

套链、产业链不畅问题，有效打通堵点、消除

痛点、解决难点……

为帮企业走出困境，把损失降到最低，2

月7日，我省发布了《吉林省关于做好企业复

工和节后错峰返程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围绕企业复工明确了复工企业行业领域、复

工企业疫情防控责任落实以及对各级政府

支持企业复工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等

工作的具体要求，各相关部门更是加大政策

扶持力度，交通、人社、金融等部门相继出台

“硬核”举措，联动助力。

2月10日，全省500家重点调度企业实

现了229家企业复产。其中，一汽解放于2

月10日复产，一汽—大众于2月14日恢复生

产。

“重点企业的复工复产，为全省经济发

展打了一针强心剂。汽车产业扛住了疫情

的冲击，对一季度整体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赵新宇认为，汽车产业是我省的支

柱产业，而一汽是其中的发展龙头。整个产

业链条中核心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是具有导

向性的，抓住重点企业的生产发展，就会使

整个产业链条的发展逐步复苏。“我省从开

始就紧紧抓住重点产业的复工复产，抓住重

点产业链的协调配调，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信号，加上政策优势不断叠加，主导产业带

动作用逐渐显现，总体来说，这对我省全年

经济发展是一个良好的促进。”

善于从眼前的危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

和创造机遇，主动求变，克服了危，即是机。

变应战为迎战。一方面政府想方设法

给企业各方面的政策扶持，帮助企业复工复

产，摆脱危机；另一方面，企业不等不靠，顺

势而为，积极转型、提升效益，不断增强自身

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潜能，显示出强

劲的发展韧性。

4月15日，吉林市化工产业链补链项目

康乃尔年产60万吨甲醇制烯烃及配套项目

一期工程顺利投产。该项目是吉林市“十三

五”重要的化工补链项目，项目建成后，不仅

可以盘活吉林市化工下游减水剂、环氧乙烷

以及醇醚产业链的健康快速发展，同时还将

进一步扩大吉林市化工原料产业多元化发

展，对吉林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

政策效应有力释放、重点企业支撑作用

明显、新动能不断涌现……一季度，全省多

个企业实现“开门红”——红旗品牌销量突

破2.5万辆，同比增长88%；吉林石化实现乙

丙橡胶、乙腈、减水剂等7种产品出口1570

吨，同比增加29%，实现出口创效438万元；吉

林化纤实现工业总产值28.37亿元，同比增

长0.6%，累计完成年目标的26.7%，创历史最

高水平……

智者虑事，虽处利地，必思所以害；虽处

害地，必思所以利。

应该看到，面对疫情大考，我省在守牢

基本盘的同时，科学布局重大项目，接续滚

动梯次投资，抓增量、扩规模、上层次，加强

与民间投资对接，加快形成新动能，锲而不

舍发挥重大项目建设带动作用，对标“七新”

“六网”“补短板”，加快5G基础设施、工业互

联网等项目落地，各项经济工作任务都在有

序推进中。

3月30日，全省新基建“761”工程暨推

进重大项目建设积极做好稳投资工作视频

会议召开。会上，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交

通厅等11个部门汇报新基建“761”工程项

目谋划实施情况。抓新基建、上项目、稳投

资……我省启动实施了新基建“761”工程，

谋划了2188个大项目，在智能制造、互联网

经济等新兴产业积极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时不我待。4月，全省“三抓”“三早”活

动如期开启，抢先抓早，开展春季项目“早开

工、早落地、早见效”行动。这次“三早”行动

开复工大项目1349个，总投资9911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2176亿元，其中产业制造类项目

占比超过了50%。

4月14日，全省538个“三早”项目集中

开工。一个“抢”字，突出今年我省项目建设

的重点，抢时间抢进度，提供精准细致服务，

有效推动相关工作不停滞、不间断、稳步有

序开展，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项目建设的影

响。

发展之路无坦途。虽然形势在变、任务

在变，但是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

展自信，勇于攻坚克难，风雨过后，必将拓展

出新的天地。

识 变 应 变 求 变

（上接第一版）
坚定信心，就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稳字当头，进字为要。“稳”，既要确
保疫情不反弹，又要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
民生底线，这是大局，也是底线。“进”，就是
要解放思想、化危为机，坚持新发展理念，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补短板、强优
势, 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牢牢把
握发展主动权。要千方百计创造有利于复
工复产的条件，着力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
环、经济社会循环；要坚持科学施策、精准
施策，把好“方向盘”，拿好“指挥棒”，为企

业送上“定心丸”，以更大的政策力度对冲
疫情影响；要做好“无中生有”“有中生新”
两篇文章，紧盯科技前沿，力争拿出更多

“杀手锏”，紧抓引领未来的技术和项目，着
力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中探
索新机遇，赢得新未来。

坚定信心，就要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

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
步的活力之源。面对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影
响，应对好可能面临的更长期、更严峻的发
展困难，我们必须牢牢牵住改革开放这个

“牛鼻子”，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高质量发
展。市场风云突变，使我省一些深层次结构
性矛盾凸显出来，我们要以此为契机，深化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要在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
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等方面把握新机遇，把握主动权、下好先手
棋，把改革开放的红利充分释放出来。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
拿出“办法总比困难多”“一天当作几天用”
的劲头，勠力同心、迎难而上，结合实际把
党中央和省委的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抓
落地，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

坚 定 信 心 积 极 作 为 应 对 不 利 因 素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刘巍）今天，省公

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公安机关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阶段性成果，部署开展扫黑

除恶追逃“清零”行动，同时发布A级通缉令，

向社会公开悬赏缉捕6名重特大涉黑涉恶在

逃人员。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省共侦办涉黑案件

79起，恶势力集团案件119起，查获涉黑资产

30.44亿元。2019年公安部组织开展的扫黑

除恶百日追逃行动中，我省48名涉黑涉恶目

标逃犯抓捕到案42名，到案率87.5%。其中，

5名公安部A级通缉犯全部到案，劝投境外逃

犯5名，为维护全省安全和社会稳定作出了

积极贡献。

今年是实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3年为期

目标的收官、决胜之年，为确保如期实现“一

网打尽，除恶务尽”，根据中央部委和省扫黑

办的总体部署，省公安厅决定自即日起至8

月31日，部署开展扫黑除恶追逃“清零”行

动，将林晓光、杨德珍、曲亮、刘贵珠、刘殿文、

石磊等6名重特大涉黑涉恶目标逃犯列为省

公安厅A级通缉逃犯，向社会公开悬赏缉捕，

再掀涉黑涉恶追逃新高潮，助力涉黑涉恶案

件侦办取得新突破，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持续深入健康发展。

据介绍，对提供有价值抓捕线索或协助

抓捕在逃人员的有功人员，省公安厅将按照

每名逃犯奖励5万元兑现奖金。

发布A级通缉令悬赏缉捕6名重特大涉黑涉恶在逃人员

省公安厅部署开展扫黑除恶追逃“清零”行动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刘巍）为全面提升灭火救援专业

化水平，今天，省消防救援总队在吉化公司250炼油厂开展了

石油化工火灾事故联合实战演练，总队机关、吉林支队、吉化

公司消防支队和长春支队共310名指战员、78辆消防车参加

演练。

为确保演练贴近实战，结合石油化工火灾事故特点，立足

最大、最难、最不利等条件，本次演练地点选定在通信信号较

弱、罐区地势较高、周边水源匮乏、原油储量最大的吉化公司

250炼油厂三原油储罐区，并假设V105原油储罐在输转过程

中因雷击造成罐顶密封圈起火，防护堤内同时出现流淌火和

管线泄漏事故，火势直接威胁毗邻原油储罐以及周边焦化车

间和苯罐区的安全，一旦发生连锁爆炸，将造成严重后果。

假定的事故发生后，吉化公司立即启动预案，公司消防

支队同步出动全部执勤力量，同时向吉林消防救援支队报

告情况并请求增援，并将有关警情上报应急管理部门，启动

社会应急联动机制，调集安监、公安、供水、医疗、电力、气

象、环保等相关部门和大型工程机械、混凝土、泡沫灭火剂

到场协同处置。

按照总指挥命令，前方和后方指挥部各工作组立即按照岗

位分工，各司其职，协同并进，全力落实各项作战指令。各参演

队伍严格按照“快速反应、协同配合、统一调动、安全第一”的原

则，开展联合灭火演练。顿时，举高喷射车、移动水炮等喷射器

具闻声而动，经过8个小时的协同努力，火势被彻底扑灭。

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总队、支队两级作战指挥体系建设

成果，充分发挥了作战指挥部各工作组的职能作用，加快其向

实体化运转、战斗化准备、快速化反应、专业化指挥的战备救

援目标迈进。

全面提升灭火救援专业化水平
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展大型石油

化工火灾事故联合实战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