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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吉林省万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220381550454832T，法定代表人：
冯淑云），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捌仟万
元减少至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本公司联系人：冯淑云
联系电话：0434-8882628
联系地址：公主岭市东六马路北十门
特此公告。

吉林省万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2020年7月7日

减资公告

公 告
长春市南关区珲春街棚户区改造项目正在办理被征收房屋产权

与不动产注销登记灭籍工作，请以下公房房改的被征收居民30日内
到我中心配合办理公有住房出售核准手续，以便对下列房屋办理不动
产注销登记灭籍手续，逾期不办理，产生后果由被征收居民自行承
担。具体名单如下：

1、宋发恩：被征收房屋丘地号：3-48/503-6（103）
2、顾亚平：被征收房屋丘地号：3-48/503-10（103）
3、冯永茂：被征收房屋丘地号：3-48/503-10（305）
4、徐宝君：被征收房屋丘地号：3-48/503-10（104）
5、张东辉：被征收房屋丘地号：3-49/506-4
6、李忠维：被征收房屋丘地号：3-51/502-2(103)
7、徐文华：被征收房屋丘地号：3-51/502-2(106)
8、柏艳华：被征收房屋丘地号：3-51/502-3
联 系 人：张健
联系电话：0431-81123017
联系地址：华顺街与金宇大路交汇南行1000米，惠民嘉苑小区东

侧，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1楼106室
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

2020年7月6日

●吉林省赛尼科技有限公司，
将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生产产品
登记表丢失，证号：吉食药监械生
产许20150084号，声明作废。

●伊通满族自治县讯业公路

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将开户许可证
J2432000048602丢失，声明作废。

●吉林市宏仁义齿制作中心
不慎将医疗器械生产产品登记表

（定制式活动义齿注册号：吉食药
监械（准）字2013第2630179号；定
制式固定义齿注册号：吉食药监械

（准）字2013第2630178号）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通化市东昌区洁丽义齿加

工有限公司不慎将医疗器械生产
产品登记表（定制式固定义齿注册
号：吉械注准20152630168号）丢
失，特此声明作废。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签年时
光串串香店将食品经营许可证丢
失，法定代表人：杨鸿静，许可证编

号JY22206230029673副本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长春怡知电子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20102MA14XQJ985）遗失 19 张

万 元 版 空 白 普 通 发 票 ，票 号
05940547- 05940565，发票代码：
2200173320，特此声明作废。

●席晗将警官证丢失，警号
105248，声明作废。

●吉林省水利学会将吉林省
社会团体会费专用票据，开具日期
2020 年 5 月 15 日 ，票 据 号
000006381第二联收据联丢失，现
声明作废。

●辉南县漫鹰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不慎将医疗器械生产产品登
记表（近视眼压疗器注册号：吉械
注准20172260330号）丢失，特此
声明作废。

●长春市奥创智能科技有限
公 司 将 发 票 专 用 章（ 编 码
2201961382543）、合同专用章（编
码 2201961706724）、公章（编码
2201961706664）遗失，声明作废。

本报讯（孙辉 记者钟林翰）近年来，光大理财始终践行金
融国家队的责任与使命，为国家分担，为全局出力。截至2020
年5月末，光大理财在助推经济复苏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践行
绿色发展理念，助力抗疫及扶贫等方面累计投放超360亿元。

保障民生 助力复工显风采
疫情无情人有情。为助推复产复工和经济复苏，光大理财

积极加大对防疫企业和民生保障行业的资源倾斜力度，累计投
放疫情防控债超过18亿元。

为满足重点民生行业、湖北地区企业和疫情防控单位的融资
需要，光大理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积聚力量为武汉航空港、硚口
国资等湖北省重要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截至目前，已累计投放防
疫相关项目超过40亿元，为企业渡过疫情难关送上强心剂。

支持教育 金融扶贫展担当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之年,是全面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为贯彻国家、光大集团和总行助力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各项工作部署，光大理财发挥联通器
作用，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扶贫产业支持力度，通过债券
直投，积极参与贵州、新疆、西藏、云南等中西部地区棚户区改
造，高速、铁路、航空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放金额近
160亿元。

扶贫先扶智，教育当先行。光大理财参与贵州铜仁扶贫发
展基金等金融扶贫项目，总投放金额超过30亿元，主要用于定
向支持地方文体设施及科学教育项目建设，以专业力量支持地

方教育事业发展，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创新投资 为实体经济注入新动能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扩大有效投资，重点支持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
设。自成立以来，光大理财坚定在新基建、新技术、新价值链等
方向和优质现金流企业类别的战略配置，以新基建为突破口，
推出“朱雀”“麒麟”“凤凰”“鲲鹏”等投资行动品牌，提早布局、
迅速反应，持续加大对新基建补短板、保民生、消费升级等相关
项目的拓展力度，重点围绕交通运输、清洁能源、城市建设等领
域，创新投资模式，加大投放力度，年初以来累计投放相关领域
项目超过100亿元，有效提升对企业全生命周期支持能力，为
实体经济复苏发展注入新动能。

绿色共享 为发展升级贡献光大力量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光大理财坚持以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指引，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持续关注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
绿色升级等行业，先后投放近12亿元的绿色债券，为可持续发
展贡献了光大力量。

未来，光大理财将进一步发挥好资金的联通器作用，坚持
绿色可持续的投资理念，拓宽优质企业融资渠道，以服务实体
经济为己任，勇担社会责任，坚持价值创造，以专业的力量服务
国家战略，为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目
标任务贡献力量。

光大理财：服务实体、助力扶贫 累计投放超360亿元

吉林市吉轻运输有限公司招聘启事
本单位急招具有企业管理经验的公司，对本单位清算财产、客户

安保的经营管理工作。具体相关事宜见面商洽。

联系人：成先生 联系电话：13314367862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B区1号楼5单元2楼左

吉林市吉轻运输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7月8日

舒兰市审计局于2020年 7月 1日、7月2
日、7月3日刊登的通知中，“自通知发布之日
起十五日内联系舒兰市审计局”需更正为“自
通知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联系舒兰市审计
局”。

舒兰市审计局
2020年7月6日

更正公告

关于对绿园区集体土地长白西线东棚户区改造
项目范围内拟对申请人实行补偿安置奖励的公示

1、根据绿园区集体土地项目补偿安置补充奖励政策的规定，被征
拆人在签约期限内签约的享受下述奖励政策：2、子女购：申请人属于
征收土地范围内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居住在父母宅基地内的无证房
屋内，年满婚育年龄，符合宅基地审批条件未实际取得宅基地的，在本
市范围内无其它住处，申请人要求房屋安置的，经被征拆房屋所在地
村委会、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认定后，对无证房屋54平方米面积部
分参照有证房屋进行补偿。现有以下1名申请人申请子女购补安置
奖励政策。申请奖励政策名单如下：1、刘超越 男 24岁身份证号：
220106*********141X根据规定现将申请人的自然情况等进行公示七
日。在公示期内有举报且经调查核实其不符合奖励对象的，取消补偿
安置奖励。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或者虽有异议但经再次复查符合补偿
安置的，给予补偿安置奖励。对实名举报的将核查处理结果反馈给举
报人。 公示媒体如下：1、房屋征拆范围内醒目处和社区（村）委公示
栏；2、长春市绿园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网站（http://lyfwzs.com）；
3、吉林日报。投诉举报电话: 长春市绿园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
81979929投诉举报信箱：service@lyfwzs.com

长春市绿园区房屋征收工作管理办公室 2020年7月7日

长春汽开区：让党员先锋成为经济发展强力引擎
本报记者 邓珂

只争朝夕只争朝夕 率先发展率先发展 长春汽开区加快建设长春国际汽车城长春汽开区加快建设长春国际汽车城

党员干部有担当，民生幸福有保障。一直以来，汽开区

党工委注重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培育党员敢于“上一线、打

头阵”的战斗精神，敢于“争一流、站排头”的先锋精神，敢于

“看我的、做标杆”的模范精神，敢于“拓视野、勇创新”斗争

精神。全体党员已然成为高质量建设长春国际汽车城的生

力军。

严把党员“入口关”优化党员队伍结构
汽开区党工委注重把严党员入口关，在“确定入党积极

分子、党员发展对象、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全程进行考

评考核，督导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严格落实组织谈话、群

众评议、组织决定等程序，确保了优秀青年加入党组织。

汽开区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

用”的总要求，突出政治标准，坚持从需求处入手、问题处着

力、矛盾处突破，通过建立实施以“推优培育先进分子入党、

开展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评估、发展党员工作全程纪实”为主

要内容的“一推一评一纪实”工作机制，着力解决发展党员

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规范发展党员工作，优化党员队伍结

构，提高发展党员质量。

扎实抓好党员教育 不断提升党员素质
汽开区注重培养党员的岗位履职能力、完成阶段性任

务能力、攻坚克难能力，不断提高党员队伍综合能力素质，

以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

今年，汽开区组织120名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了为期4天

的党的知识培训，培训优秀率达到95%以上，合格率达到

100%。汽开区机关党委组织各支部利用党课时间进行岗位

培训，着力提高为民服务质量、提高工作效率，机关党员佩

戴党徽上岗，让老百姓办事找党员，有难事找党员，机关窗

口党员热情耐心服务，较好地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机关

300余名党员自觉践行先进性要求，主动为群众解难题办实

事，快速办理业务800余件，受到了办事群众高度赞誉。

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注重调动党员积极性，采取

“每日一做、每周一帮、每月一活动”的办法，组织党员每天

做一件为民服务的小事，每周帮助一名需要帮助的特殊人

群，每月集中开展一次志愿活动，让所属党员思想上积极向

上，行动上高度自觉，群众中模范示范，时刻彰显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给群众做好样子，不断引领带动辐射广大居民，

形成了党群一家强大合力。

围绕任务抓党建 锤炼党员先锋意志
越是有急难险重任务，越能看到党员的身影。越是危

难时刻，党员越是冲锋在前，战斗一线。这是汽开区党员的

常规动作。

汽开区党工委注重在任务中锤炼党员战斗意志，培

养党员“敢上一线、敢打头阵”思想品质，有效提升了党员

队伍顽强战斗力。在遇到任务较重的区域，第一个冲在

前面的就是党员先锋队；气候恶劣，冰天雪地，设卡巡逻，

党员上；医学流调、转运密接、排查外籍人员，最危险的任

务党员上；城市市容市貌整治、新凯河流域环境治理、城

市越冬垃圾处理，也是戴着党徽的党员。汽开区各级党

组织注重在任务中调动党员的践行先进积极性，注重在

实践中磨砺党员意志，培养党员性格，较好地锤炼了队

伍，增强了党性。

落实制度抓评议 激励党员担当作为
汽开区注重抓党员教育，抓评议制度落实，采取月讲

评、季度议、半年年度民主评议的办法，宣扬优秀党员，帮带

末位党员和隐形党员，提高了党员队伍整体素质。

今年以来，汽开区两个街道、社区书记帮带末位党员

18人，经过半年帮带提高，已全部脱贫，迈入合格党员行

列。同时，针对不懂不会不明白的边缘末位党员，汽开区

注重发挥优秀党员的“一对一、手把手”帮教帮带作用，在

工作生活中以思想感染、以行动示范，以点滴带动，帮助

边缘末位党员提高素质，发挥模范作用。通过“一对一、

手把手”点滴帮点，党员队伍整体素质有了质的提升，全

体党员践行先进性要求责任感、紧迫感、危机感得到了有

效增强。

汽开区锦程街道新兴社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汽开区锦程街道新兴社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7日，1071万

名学生迎来一次特殊的高考。历来备受瞩目的

高考作文题目，是否真的如考前社会普遍猜测

的以疫情为主题？重点考查考生的哪些能力？

命题思路透露了未来高考的哪些趋势？“新华视

点”记者采访了多位权威教育专家。

多地命题涉疫情，人生感悟、历史、
国际关系、科技同为热点

由于使用不同的试卷，2020年高考语文试

卷作文题共11道，其中5道由教育部考试中心

命制，分别为全国Ⅰ卷、全国Ⅱ卷、全国Ⅲ卷、新

高考Ⅰ卷、新高考Ⅱ卷。天津、上海、江苏、浙江

各命制1道，北京命制2道。

“猜对了开头却没猜对结果”——人们发

现，一方面，疫情确为多地高考作文的主题；但

另一方面，命题的切入点却大不相同。

记者梳理发现，11道作文题中有多道题目

与疫情相关。疫情所引发的全社会对于个体与

群体关系、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职业情怀

等各方面的思考，均体现在命题中。

“对于疫情的切入非常巧妙、接地气，也是

一次全国抗疫再学习、再教育。”中国教育在线

总编辑陈志文说。

如全国新高考Ⅰ卷作文题“疫情中的距离

与联系”，选取中国抗疫行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场

景和特定的视角提出写作任务；天津卷的“中国

面孔”，则聚焦疫情下的医务工作者等人物；全

国Ⅱ卷作文题“携手世界，共创未来”，引导学生

从相互支持、团结合作入手，思考人类的危机应

对之道，体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前瞻性。

相当一部分作文题目贴近生活、以小见大，

引导学生感悟人生、发现自我。如全国Ⅲ卷的

“如何为自己画好像”，全国新高考Ⅱ卷的“带你

走近＿＿＿＿”，北京卷的“一条信息”，上海卷的

“转折”等。

近年来中学教育对于历史和古典文学的重

视，充分体现在高考作文中。高考语文命题组

专家表示，全国Ⅰ卷作文题“历史人物评说”，材

料有齐桓公、管仲、鲍叔君臣合作、共成霸业的

历史陈述，有后人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让学

生感受历史、品评人物、观照现实、思考个人发

展。

此外，北京卷涉及的北斗卫星、江苏卷的智

能互联网等主题涉及最新科技话题，彰显了高

考命题的前沿性。

考查重点：社会关切、思辨能力、实
际应用

高考语文命题组专家表示，今年的高考作

文试题以材料作文为主，命题把握时代脉搏，紧

贴时代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应用

写作能力考查，引导当代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厚

植家国情怀、拓宽国际视野、培养奋斗精神。

“试卷体现了时代性，把握了时代脉搏。”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志勇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

中国精神的参与者、见证者，几套试卷都很好地

反映了这一特点。

专家指出，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与重大社

会生活事件做到了有机融合。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张颐武表示，考生写作成功的关键，在于关

心社会时政，充分了解、积极思考个人在集体、

社会、国家、世界发展中的责任和使命。

对思辨能力与批判性思维的考查，也体现

在今年作文命题中。太原成成中学语文教研组

组长林林表示，今年的试题加强了对批判、辩证

思维的考查。比如，全国Ⅲ卷作文“如何为自己

画好像”，通过设置充分的思辨空间，由浅入深

考查了学生对这两项能力的综合运用。考生首

先要挖掘材料的逻辑关系，其次要提炼出其中

的辩证关系，最后再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

陈志文表示，今年不少题目考查内容不局

限于材料事实本身，而是重在考查思维方式。

如全国Ⅰ卷的“历史人物评说”，“面对后人对历

史人物的不同评价设置议题，要求考生参照现

实，以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待事物、思考问

题。”

此外，对实用文体掌握能力的考查，也是今

年作文命题的新特点之一。全国Ⅰ卷要求作文

为发言稿、全国Ⅱ卷的要求是演讲稿形式、全国

Ⅲ卷规定体裁为书信、全国新高考Ⅱ卷规定写

主持词。

张颐武说：“对文体提出不同限定，实际是

对考生的实际运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他表

示，一名优秀的高中生应适应各种文体要求，这

也是为之后的论文和公文写作打基础。

透露哪些语文教育未来趋势？

多位教育专家表示，观察近年考题，能看出

语文教育的一些重要趋势：

——时代与家国的关切。梳理近年来的高

考作文题不难发现，家国情怀的主题频频出现。

如2017年全国Ⅰ卷作文题“中国关键词”中

囊括了“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北京卷第二题

是“共和国，我为你拍照”；2018年的全国Ⅰ卷以

“世纪宝宝中国梦”为主题；以及2019年全国Ⅱ

卷的“青春接棒，强国有我”，天津卷的“爱国情

怀”等。

陈志文说，近年来，高考作文命题更加关注

时事和社会重大事件。以往的“两耳不闻窗外

事”已行不通，考生不能与社会脱节，需要充分

了解世界。山西太原第五中学语文老师赵旭

说，青年学子们需要更多站在时代的“C位”上思

考问题，肩负起社会责任，在时代的奔涌中“乘

风破浪”。

——经典与文化的传承。

2017年高考作文中有三道题和书有关：浙

江卷作文题“人要读三本大书”、天津卷“重读长

辈这部书”和山东卷的“24小时书店”。2019年

北京卷“中华文明的韧性”、上海卷“中国味”则凸

显中国元素，引导考生深入领悟中华文明“韧”

的精神内核，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强

化文化自信。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特级教师许红明说，

作文题越来越多考量经典与文化，这要求学生

多读书、勤思考、了解历史，挖掘传统文化内涵，

增强文化自信，也体现了以文化人、育人的要

求。

——思维与视野的延展。

专家认为，作文命题的内容更丰富、视野

更开阔，把形式教育和实质教育结合起来，体

现了教育的本质。“教育不仅仅是认识社会、

世界，更重要的是认识自己。”清华大学教授

谢维和说。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语文备考组组

长盖英俊说，人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再固守

同一角度，也没有不变的结论，因此备考也要更

多引导学生，不能先入为主、囿于成见，而要针

对具体的人和事深度思考。

成都市树德中学高级教师袁学民说，高考

作文将语文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等结合起来，让

学生将个人体验和情境深度结合，从外显的看，

到内在的思，很好地将综合素养和思辨态度相

结合，充满了“生气”。

赵旭也表示，作文没有万能模板，只有万能

思维。作文写作要“稳中取新”，学生需打破定

式思维，扩展心胸视野。读书如销铜，作文如铸

器。“前写作”做足功课，写作自然会水到渠成。

（记者舒静 胡浩 宋佳 郑天虹 王菲菲）（新华
社北京7月7日电）

11道作文题里到底藏了什么文章
——专家解读2020年高考作文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本报7月7日讯（记者张政 董博）CBA复赛第二阶段

常规赛今晚正式开打，首场比赛由新疆伊力特队对阵吉

林九台农商银行东北虎队。经过四节激烈争夺，比分最

终定格在106比105，东北虎队以一分之差不敌新疆队。

新疆队周琦得到37分创造个人CBA生涯得分新高。

本场比赛吉林东北虎队以单外援阵容出战，而新疆

队则是摆出“全华班”阵容。

首节比赛，新疆队虽无外援，却依然实力占优，首节

比分26比23。第二节，新疆队两度将比分拉开，东北虎

队外援希尔连中三分帮助吉林队迫近比分，半场结束新

疆队55比47继续领先。第三节，新疆队防守出现问题，

东北虎队加强进攻力度，以81比79暂时领先。第四节，

新疆队反超比分，东北虎队以105比106输掉比赛。

CBA复赛第二阶段

吉林东北虎队惜败新疆队

本报7月7日讯（记者刘巍 张雅静）为进

一步加大对药品、化妆品等违法犯罪打击力

度，今天，省公安厅与省药监局成立联动执法

办公室，并签署《关于打击药品、化妆品、医疗

器械违法犯罪活动执法协作实施办法》。此

举将有力推动公安、药监部门联合执法常态

化、规范化，形成整治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

领域行业乱象，精准打击整治药品领域违法

犯罪活动的强大合力。

为满足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对药品安全

的新希望、新期待，密切药品监管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切实营造和维护吉林安全有

序的药品经营秩序，省公安厅与省药监局结

合工作实际，经过多次沟通和反复酝酿，制定

《关于打击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违法犯罪

活动执法协作实施办法》，健全完善省、市、县

三级药品监管执法联动机制，成立联动执法

办公室，由双方派出工作人员，根据各自职

责，围绕联合执法、重大专项整治、应急处置

等方面开展工作。

据了解，在今后的执法办案过程中，公安

机关将进一步深化联动执法，积极主动配合药

监部门开展执法检查，为行政执法提供有力保

障；进一步强化案件查处工作，对案情重大、复

杂、疑难，性质难以认定的药品违法犯罪案件

及时开展沟通交流，切实形成打击合力、提高

办案质量。药监部门将根据公安机关的需求，

在相关环节和领域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守 护 群 众 健 康 安 全
省公安厅与省药监局开展联动执法合作

新华社合肥7月7日电（记者周畅 陈尚营 姜刚）7

日，受强降雨影响，安徽歙县2020年高考首日未如期开

考。记者7日晚从歙县教育局获悉，经教育部同意，该县

将于7月9日启用备用试卷进行补考。根据安排，上午语

文科目，下午数学科目。

此前，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通报称，7月7日

凌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遭遇50年一遇的洪涝灾害，县

城多处严重积水、道路受阻。截至7月7日上午9时，歙

县考区歙县中学、歙县二中2个高考考点大部分考生均

未进入考点，高考无法正常开始。经研究并报教育部，

歙县考区原定7月7日语文、数学科目考试延期举行，7

月8日综合、外语科目考试正常举行。

启用备用试卷

安徽歙县高考9日补考语文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