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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

遗失声明
●昝莹不慎将执业药师注册

证 书 丢 失 ，资 格 证 编 号 ：

201810026220001069，注 册 证 编

号：222219030446 ，声明作废。

●尉朕，男，2017年 6月本科

毕业于长春工业大学机械电子工

程 专 业 ，毕 业 证 书 编 号 ：

101901201705002384 学士学位证

书编号：1019042017000265 均遗

失，特此声明。

●公主岭市东生众品冷鲜肉

经销处将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

号：J2434000748701，开户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主岭支

行，账号：22001626238055018539，

声明作废。

我公司于2016年5月6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忠诚公证处办理了委托
公证【公证书编号:（2016）吉长忠诚证经字第195号】。现我公司不需
要委托人办理委托事宜、故自愿声明如下:

我公司自愿撤销上述委托，该委托书自本声明发表之日起作废。
且我公司也已经向法院递交撤销上述委托的申请，委托书由我公司自
行收回。

特此声明
声明人:长春世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4日

撤销公证声明

光大“随心贷”无接触线上放款超9000亿元
本报讯（孙辉 记者钟林翰）消费关乎经济，更关乎民生。

日前从光大银行获悉，该行旗下“随心贷”业务凭借全流程线
上化数字金融服务的优势，已实现累计贷款投放超9000亿元，
服务客户2600万人，其中贫困地区投放超700亿元。

据了解，光大银行自2016年4月正式上线“随心贷”业务
以来，始终坚持落实光大集团“敏捷、科技、生态”的战略发展
要求，基于互联网大数据风控、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技术，深
入消费场景提供方便、快捷、智能的无接触线上融资服务，切
实让普惠金融服务惠及广大消费者，满足了老百姓在日常装
修、购车、旅游、留学等众多场景的用款需求，“小而美”的金融
服务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

疫情期间，光大银行“随心贷”业务凭借无接触线上融资
服务的特点，不间断地为客户日常消费提供线上小额消费贷
款服务。2020年1月1日至5月31日，“随心贷”业务服务湖北
省客户117万，投放金额超110亿元，投放笔数超660万笔。此
外，光大“随心贷”还对抗“疫”一线合作企业执行金融服务倾
斜政策，通过提升授信额度、降低利率等举措，为疫情防控工
作的有效开展提供必要金融支持。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就是要办好老
百姓的身边事，心头事。光大银行将进一步加快数字化转型
步伐，在持续丰富的金融服务场景中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
产品、更优质的服务、更安全的保障，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提质
扩容，让消费活水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6月24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仪仗方队参加在俄罗
斯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纪念
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阅兵
式。当日，俄罗斯在首都莫
斯科隆重举行纪念苏联卫
国战争胜利 75 周年阅兵
式。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
仪仗方队参加阅兵活动。
新华社记者 白雪骐 摄

（上接第一版）

完善农业生产功能

吉林市以丰富“米袋子”“菜篮子”有效供

给为根本，优化结构。2019年粮食播种面积68

万公顷，粮食总产量111.5亿斤，达到近年来最

高水平；温室冬季利用率达到68%，建成50个特

产标准园，培育了木瓜、火龙果等“南果北种”新

亮点；376个“大棚房”问题全部整治到位并通

过国家验收。非洲猪瘟疫情保持“未传入、未发

现和未发生”的稳定态势，生猪产能逐步恢复。

稻鱼综合种养面积达到10万多亩，举行全省稻

渔综合种养项目现场观摩会。

目前，吉林市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发展到333户，其中包括老爷岭、福源馆

等5户国家级企业。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达到7

个。特别是今年4月27日，昌邑区现代农业产业

园被批准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单位，是今

年吉林省唯一上榜的创建单位，也是吉林省首个

以主要粮食作物为产区的“国字号”创建单位。

截至目前，吉林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1

万公顷。应用无人机、耕种收全程农机装备，农

机作业率达到81%，推广玉米秸秆粉碎全量还

田新模式，保护性耕作和免耕播种增加到6000

多公顷；与袁隆平团队合作成立国家粳稻技术

试验站和繁育基地；应用卫星技术建立云耕农

业大数据平台，组建省内最大的互联网可视农

业联盟，可视农业基地发展到75家；首届“十大

农村创业创新明星”新鲜出炉，2019年年内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2998人。

丰富乡村产业形态

当前，吉林市着力做好休闲农业、农村电

商和产业脱贫三篇文章，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

态。发展休闲农业。注重发挥冰雪旅游和山

水生态优势，打造环城市周边休闲农业圈，加快

建设“万昌—孤店子”温泉农业产业带，丰满区、

蛟河市两个国家级休闲农业示范县以及二合

雪乡、金珠花海等120多个精品景点，促进“大

农业”与“大旅游”融为一体。休闲农业星级企

业发展到124户。

壮大农村电商。按照“一村一品一电商”

模式，让信息进村、农产品出村，全市益农信息

服务站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评选“十大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大米、木耳、杂粮等农产品

在国内国际享誉盛名。“桦牛”品牌成为冬奥会

指定产品。舒兰大米、桦甸黄牛、黄松甸黑木耳

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

拓展农村生态功能

吉林市重点打造美丽宜居的乡村生活环

境。整治人居环境。全面启动村庄清洁行动，建

立城乡一体化的垃圾收运体系，形成村收集直接

转运、乡转运、就地处理三种模式。为防止被清

理的柴草垛、垃圾堆出现“反弹”，提出“绿美乡

村”理念，在清理位置栽植绿化苗木，村屯小树林

达到329个，完成“果树进院”3万户。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经验模式在全省推广学习。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率、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

备配套率分别达到88.5%、96%，在全省领先。

建设美丽乡村。吉林市近几年共打造50个

省级美丽乡村，200个示范村。从2019年开始，

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结合

全省“百千工程”，启动“一带引领、十区样板、百

村示范、千屯提升、万户美丽”工程。财政投入

7500万元，县（市）区同步配套，共整合各类资金

投入6.2亿元。重点打造“永吉—桦甸”乡村振

兴引领带，各县（市）区联动建设10个样板片区、

103个示范村、1042个提升屯、10355户美丽庭

院。用庭院的“小美”扮靓乡村的“大美”，带动全

市美丽村屯、美丽乡村建设实现新突破。

推荐吉林出彩农业等4户企业列为国家级

龙头企业后备；持续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完成村

屯绿化295个农村户用厕所改造2.5万户；国

家和省推荐示范社3个、示范农场10个……下

一步，吉林市将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七次

全会精神，紧扣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争当现

代农业建设排头兵总要求，以实施吉林农业现

代化建设“十大工程”为载体，着力补齐“三农”

领域短板。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优

调精农业产业结构，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强化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进平

台载体创设，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深

化农村综合改革，激发农业农村潜力活力，加

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业全面升

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在 这 片 希 望 的 田 野 上

（上接第一版）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延边

州还积极帮助企业开拓市场，特别是继续巩固

烟草产业支撑作用，帮助吉林烟草工业调整长

白山品牌卷烟结构。

为强化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延边州继续实

施州级领导包保工业项目推进计划，州及各县

市按照合作包保、分级实施的方式对亿元重点

项目开展专人全程包保服务，加快推进项目建

设。

截至目前，全州275户规上工业企业复工

273户，复工率达99.3%。1月至5月，全州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3.3%，居全省第三位。50户重

点企业20升29降1持平，增长面为40%，环比提

升4个百分点。

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6月7日，随着牛心顶子特大桥最后一榀梁

缓缓就位，中国建筑土木建设有限公司敦白高

铁率先完成标段197榀架梁任务。至此，新建

敦化至白河DBSG-2标项目部架梁工程画上了

句号。

项目建设如潮涌，铆足干劲促提速。今

年，延边州计划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204

个，总投资1009.5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76

亿元。

年初以来，全州各县市和各部门积极克服

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坚持疫情防控和项目建

设一起抓、两不误，迅速进入“三抓”状态，开启

“三早”模式。

全州列入省“三早”行动项目138个，总投

资35亿元的龙井圣水龙山温泉康养小镇项目、

总投资15亿元的恐龙王国金豆欢乐园项目、总

投资10亿元的健芝宁医药工业园项目、总投资

7.4亿元的伊利长白山天然矿泉水项目等，均

为体量较大、拉动力较强的产业项目。

充分依托现有资源和产业基础，项目建设

呈现多点开花之势。截至5月末，延边州实施

5000万元以上项目191个，开复工率93.6%，高

于上年同期16个百分点，22个10亿元以上项

目全部开工建设。1月至5月，全州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2.8%，居全省第四位。

电商发展势头强劲

县市长代言，直播火爆，产品热卖，缓解了

疫情期间产品滞销的困难，体现了政府全力推

进企业复产复工，促进经济回暖的决心和担当。

强化电商直播成效，在加速企业提效、产

业升级上求突破。延边州开展直播活动，不仅

让参与直播的产品从线上火到了线下，企业订

单接连不断，也为州内更多企业与平台之间牵

上了产销对接红线。明太鱼、调味酱、米酒等延

边特色产品陆续上架电商直播平台。

延边香玉食品有限公司的“李农夫”酱系列

产品销量大幅增加，为扩大规模、提高产能，企业

增加了生产线，并着手更新生产设备；综合粉丝

需求和自身产品特性，金刚山泡菜加速研发适合

线上销售的系列产品，推进产品转型升级……

直播带货的成功，增强了企业利用新手

段、新方式、新模式走向大市场、大平台和加速

转型升级的决心和自信，从而进一步推动企业

提质增效、产业加速升级。

疫情期间，延边州利用电商直播成功突

围，截至5月，线上交易额突破812万元，占比销

售总额42%，同比增长319%。

百舸争流千帆竞，以稳促进谱新篇。延边

州直面困难、精准施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

提振了企业发展的信心和内生动力，推动着经

济持续向好发展。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6月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

署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清理规范行业

协会商会收费，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增添活

力；决定改革完善乡村医生和兽医职业资格

制度，为高校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提供便利。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要把保市场主体

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以保就业、保基本民生。在

加大力度支持企业纾困的同时，要深化“放管

服”改革，挖掘优化营商环境潜力，更大激发市

场活力。会议确定，要进一步优化企业开办服

务，年底前各省份全部开通“一网通办”平台，实

现全部手续线上“一表填报”，办齐的材料线下

“一个窗口”一次领取。在加强监管、保障安全

前提下，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应用，作为企业在网

上办理企业登记、公章刻制、涉税服务、社保登

记、银行开户等业务的合法有效身份证明和电

子签名手段。推动企业开办时间从去年推开

的5个工作日以内压缩至4个工作日以内或更

少。这既是一项制度安排，也是防疫条件下的

便企措施，有利于增企业、稳就业。

会议要求，在已实施大幅压减行政事业性

收费和自然垄断行业服务收费的基础上，进一

步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坚决做到“五

个严禁”：严禁依托政府部门或利用行业影响

力强制企业入会和收费；严禁利用法定职责和

政府委托授权事项违规收费；严禁通过评比达

标表彰活动收费；严禁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

收费；严禁只收费不服务或多头重复收费。

会议指出，今年大学生就业任务十分繁

重。要按照保重点群体就业的要求，用改革的

办法破除执业障碍、拓宽就业渠道。针对农村

对充实乡村医生新生力量的巨大需求，以及现

代畜牧业和动物疫病防控对兽医人才的需要，

会议决定，一是借鉴一些省份的现行做法，在

湖南、广东、贵州等16个省份推动改革完善乡

村医生职业资格制度，允许临床医学等相关专

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并有临床实践的应届

毕业生，包括尚在择业期内的未就业毕业生，

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缩短求职时间，

减少就业成本。二是在已出台的年底前对执

业兽医资格实行“先上岗、再考证”的基础上，

通过推动修法改革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方式，允

许兽医相关专业高校学生在校期间报考、考试

合格的毕业时即取得执业资格。同时，取消执

业兽医注册和乡村兽医登记许可，使取得执业

兽医资格的人员备案即可执业，具有兽医相关

专业中等以上学历的人员备案即可担任乡村

兽医。要做好对新入职乡村医生和兽医的岗

前培训，加强执业监管，落实好补助等激励政

策。会议强调，各部门要在扩就业上多想办

法，对各类职业资格等就业门槛，要通过改革

删繁就简，同时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大学生

就业提供更多便利。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 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增添活力
决定改革完善乡村医生和兽医职业资格制度 为高校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提供便利

全球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3日10时（北京时间23

日16时），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133326例，达到

8993659例；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3847例，达到469587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截至北京时间24日7时9

分，全球确诊病例达9183225例，死亡病例为474513例。美

国确诊病例达2341632例，死亡病例为121157例。

新闻事件

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23日宣布，由于该州一肉

联厂聚集性感染疫情持续发酵，对该厂所在的居特斯洛县和

相邻的瓦伦多夫县实施“封城”措施。位于居特斯洛县的滕

尼斯肉联厂近日发生新冠病毒聚集性感染。截至22日晚，

约6650名员工接受病毒检测，确诊感染人数上升至1553人。

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3日消息，停靠在釜山港的

一艘俄罗斯冷藏运输船上的16名船员22日被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据介绍，在这艘船停靠期间，与船员有过密切接触的

各类人员共计176人，包括海关和出入境管理所工作人员、

航运代理人员、翻译和卸货工人，以及停靠在该船旁边、同属

一家航运公司的另一艘俄罗斯渔船的船员。

据菲律宾卫生部23日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3日16时，

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150例，创该国自疫情

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

马尔代夫总统萨利赫2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马尔代

夫将于7月15日重新开放边界，允许国际旅行，度假村同日

开门迎客。

南非金山大学23日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南非将

从本周起开始开展非洲大陆首个新冠疫苗临床试验。试验

采用的疫苗由英国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研制，当前正在英国

进行临床试验。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德国两县因肉联厂疫情“封城”
韩国釜山港一艘俄冷藏运输船16人确诊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6月23日电（记者吴昊）据墨西哥民

防部门23日公布的数据，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当天发生的

7.5级地震已造成6人死亡。目前暂未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

伤亡的报告。

首都墨西哥城民防部门报告说，墨西哥城共有30多处

建筑和住宅受损，当天疏散过程中有部分人员受伤。

墨西哥南部 7.5 级地震
已 致 6 人 死 亡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记者董瑞丰 徐海涛）我国又

一个新冠病毒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近日，中国科学院微

生物研究所和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共同研发

的新冠重组蛋白疫苗已获批开展一期临床试验。

重组蛋白疫苗是通过基因工程的方式在工程细胞内表

达纯化病原体抗原蛋白，然后制备成疫苗。有别于此前获批

进入临床试验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和灭活疫苗，这是一种新技

术路线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

该疫苗由中科院微生物所高福团队和严景华团队研发。

据悉，临床前的恒河猴攻毒保护试验结果显示，疫苗免疫能诱

导产生高水平的中和抗体，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目前开展

的一期临床试验，将重点测试疫苗在人体的耐受性和安全性。

疫苗研发团队表示，该疫苗可通过工程化细胞株进行工

业化生产，具有较强的可及性。从进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到

疫苗最终使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依然任重道远。

中科院微生物所长期致力于新发突发传染病分子流行

病学、动物源性病毒跨种传播及病原结构生物学基础研究，

在冠状病毒领域有多年的研究积累。

我国又一新冠重组蛋白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新华社沈阳6月24日电（记者赵洪南）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藏的一幅271年前的“午

瑞图”，记录着古人画蟾蜍祛病除毒过端午。

这幅由清代方士庶创作于清乾隆十四年

（1749年）的《端午即景图轴》，画艾草高枝两

株，挺拔健壮，浓叶繁茂；一条弯曲的红蛇由

枝叶间自上盘下，蛇首前伸，口吐长芯；其下

为一壮硕的蟾蜍，昂首仰望，双睛圆睁；空中

为两只飞旋起舞的毒蜂，翅膀轻薄透明，活灵

活现。

图左上侧行楷书自题款：“己巳端午，小

师老人写于锡福堂”，下钤“方士庶印”白文方

印，图右下角钤“偶然拾得”白文小墨印。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说，这幅画作

笔法工细精巧，色泽柔淡雅致，墨色多变生动。

整幅画面以端午节令民间常用的艾草和毒虫

为对象，以示祛病除毒，给人以消毒愉悦之感。

“端午题材的绘画虽然在中国绘画史上

只是边缘科目的小众，但因其囊括了花卉、山

水和人物等画科，一直以来成为不同时期、不

同画家追逐的对象。”李声能说，作为民间信

仰与文人崇拜相融合的产物，其中所蕴含的

文化史、民俗学、绘画嬗变、时代变迁等诸多

元素，已经超越绘画本身，价值不可小觑。

动物题材的加入是清中期“午瑞图”的创

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蟾蜍的形象。在明代

有“五毒吉服”的记载，“五毒”为端午常备之

物。蟾蜍作为五毒之一，性辛、凉，可治疗小

儿劳瘦疳病、狂犬伤毒等，故成了“午瑞图”的

表现对象。

这幅画面中还绘有艾草，也是端午节祥瑞

之植物。端午悬艾、菖蒲叶于门，饮雄黄、菖蒲

酒可解毒。艾草在清中晚期“午瑞图”中大量

出现，被称为“午瑞图”的标志性题材之一。

李声能说，在清代，因“午瑞图”具有祥瑞

寓意，不仅江南地区文人画家进行创作，北方

宫廷画家也参与到创作中，表现形式也更加

轻松自由，更加贴近人民的日常生活。

古人的“卫生防疫节”：

画蟾蜍祛病除毒过端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