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刘汉明将棚户区及危旧房

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遗失，协议
书编号：ZFB032，声明作废。

● 李 发 省
（22010219360325461X）在新星宇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购买新
星宇之洲上邻（省女子劳教所地块
棚户改造项目A-3地块）4栋3单元
1214室。物维票据丢失票据编号
1745497交款日期 2018年 7月 19
日，交款金额9019元。以上收据
原件丢失，声明作废。

● 李 发 省
（22010219360325461X）在新星宇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购买新
星宇之洲上邻（省女子劳教所地块
棚户改造项目A-3地块）4栋2单元
2406室。物维票据丢失票据编号
1745498交款日期 2018年 7月 19
日，交款金额8741元。以上收据

原件丢失，声明作废。
● 李 发 省

（22010219360325461X）在新星宇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购买新
星宇之洲上邻（省女子劳教所地块
棚户改造项目A-3地块）4栋2单元
2406室。物维票据丢失票据编号
0085399交款日期 2020年 12月 9
日，交款金额144元。以上收据原
件丢失，声明作废 。

● 陈 瑞
（220103196604101631）将特诊卡

遗失，声明作废。● 宋 韩（ 身 份 证 ：
220181198912090418）将医师资格
证 书 丢 失 ，证 书 号 码 ：

202022110220181198912090418，
声明作废。●韩秀鹃将长春工业大学人
文信息学院学生证遗失，学号

1703104，声明作废。● 付 国 山 将 农 村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遗 失 ，编 号 ：
NO.D2201120052843 ，声 明 作

废 。 ● 元 占 军（ 身 份 证
220202194904203314）将文庭雅
苑 房 屋 认 购 书 丢 失 ，合 同 编

号 ZZ1950102，声明作废。●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福星聚全羊饭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2220101MA14FKNPX9）

营业执照正副本；食品经营许
可 证 正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JY22201090000799）丢 失 ，声 明
作废。

长春市南关区十嘉教育培训学校拟办理
注销登记，请相关债权人45日内持证明材料
到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处理有关事务。
逾期不办理的，按相关法规处理。

联 系 人 ：高 明 亮 ，联 系 电 话 ：
13009009129

联系地址：南关区东天街1号春晖小区1
栋108室，特此公告。

长春市南关区十嘉教育培训学校
2021年6月9日

债权债务清算公告

公 告
因力旺弗朗明歌项目的建设需要，根据《使用土地批复》(吉国土

资耕发［2005］0174号)文件批准，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现对坐落于彩织街道逯瓦房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
长净土集建（1997）字第9101238号,登记权利人为王吉先）的房屋进
行依法征收。王吉先已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由
遗嘱确定的继承人或者无遗嘱时，由被继承人王吉先的配偶、父母、
子女为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二
顺序法定继承人。请上述继承人或者对上述房屋主张征收利益的主
体请自本公告公示之日起60日内内到净月房屋征收第二办公室（聚
业大街与锦竹东路交汇1楼）领取补偿告知书,逾期未领取，则将该房
屋视作无主房屋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依法征收补偿工作。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屋征收第二办公室
2021年6月9日

公 告
因力旺弗朗明歌项目的建设需要，根据《使用土地批复》(吉国土

资耕发［2005］0174号)文件批准，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现对坐落于彩织街道逯瓦房村（房产证号：1019692号,登记权
利人为陈福荣）的房屋进行依法征收。陈福荣已死亡，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由遗嘱确定的继承人或者无遗嘱时，由被继
承人陈福荣的配偶、父母、子女为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兄弟姐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请上述继承人或者对上
述房屋主张征收利益的主体请自本公告公示之日起60日内到净月房
屋征收第二办公室（聚业大街与锦竹东路交汇1楼）领取补偿告知书，
联系电话0431-85869556，逾期未来领取，则将该房屋视作无主房屋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依法征收补偿工作。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屋征收第二办公室
2021年6月9日

公 告
因力旺弗朗明歌项目的建设需要，根据《使用土地批复》(吉国土

资耕发［2005］0174号)文件批准，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现对坐落于彩织街道逯瓦房村（土地登记申请书编号：
020904158号,登记权利人为逯守业）的房屋进行依法征收。逯守业
已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由遗嘱确定的继承人或
者无遗嘱时，由被继承人逯守业的配偶、父母、子女为其第一顺序法
定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请
上述继承人或者对上述房屋主张征收利益的主体请自本公告公示之
日起60日内到净月房屋征收第二办公室（聚业大街与锦竹东路交汇1
楼）领取补偿告知书,逾期未领取，则将该房屋视作无主房屋按照相
关法律规定进行依法征收补偿工作。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屋征收第二办公室
2021年6月9 日

公 告
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公章（编码：2203020003870），财务专用

章（编码：2201990011715），法人章（编码：2201990011718）正常使用
从未丢失，系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唯一合法有效印章，具备法律效
力。

特此公告。
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

2021年6月8日

公告类型

变更

变更

变更

变更

变更

变更

机构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主岭范家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主岭岭西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主岭解放广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主岭蓝山尚城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主岭迎宾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主岭客运站支行

机构编码

B0004S222010122

B0004S222010125

B0004S222010127

B0004S222010126

B0004S222010124

B0004S222010123

流水号

00678748

00678751

00678753

00678752

00678750

00678749

邮编

136100

136100

136100

136100

136100

136100

住所

吉林省公主岭市范家屯镇胜利大街34号

吉林省公主岭市公主西大街782号

公主岭市东三街东一委

吉林省公主岭市岭西三路与河南大街交汇华宇
蓝山尚城小区352（1-10#）31、32、33号商网

吉林省公主岭市迎宾路557号

吉林省公主岭市西河南大街66号

联系电话

0434-6098691

0434-6098679

0434-6098702

0434-6098712

0434-6098606

0434-6098606

批准成立日期

1995年10月01日

1995年03月01日

1989年02月01日

1996年10月01日

2018年01月15日

2018年01月15日

发证日期

2021年06月03日

2021年06月03日

2021年06月03日

2021年06月03日

2021年06月03日

2021年06月03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关于设立变更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双阳收获了发展的一系列“质变”——

五年三次在长春市绩效考评县域组中获得第

一名，县域综合实力由2015年的全省第19位跃升

到目前的第6位，实力不断跃升；

金冠电气成功上市，东南热电并网发电，吉通

机械产值翻番，国信产业群裂变扩张，重大项目不

断积能蓄势，演绎精彩跨越；

改革迈出重要步伐，新兴产业插柳成荫，群众

幸福指数不断攀升，应对挑战有力有效；

……

当人们把这一个个点连在一起，一条贯彻新

发展理念、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线清晰可见，

昭示出作为省会城市副中心的双阳，奋发图强的

求进之心。

近年来，双阳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发展的质量结构、体制机

制、内外环境、基础支撑正在发生系统性整体性重

塑，综合实力连续跨越，实现了从“量”到“质”的飞

跃，初步蹚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路子，加速推进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理念破局，厘清发展思路

思想的力量，总能穿透迷雾，标定前行的方向。

“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

对从传统农业县转身的双阳来说，如何把握经济

运行规律，进一步推动发展？

撤县设区二十余载，区位、生态、特色产业、社

会认可度等综合优势明显，潜力无限的双阳，在省

会长春的发展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跳出自我束缚，打破思想的藩篱。2016年，

双阳新一届班子以更高站位、更宽视角、更大格局

谋划发展，提出了“打造美好双阳，建设长春城市

副中心”的发展思路。

这是一次发展思路的升级，这是主动求新求

变的战略选择，也是双阳主动融入长春、服务长春

的坚强决心和以更高的标准提升自我、突破

自我的坚决态度。

按照这一思路，长春城市副中心建设全

面铺开。围绕中心城区功能分区，双阳积极

参与分工协作，全面提升服务功能，当好长春生态

环境建设的“绿色屏障”，做好长春提供绿色安全

食品的“后勤基地”和休闲旅游观光的“后花园”，

努力建成中心城区的功能配套区和生活延伸区。

在区域规划布局、经济综合实力、产业结构布局、

城市功能形象、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随着“五位一体”“一主、六双”“长春现代化都

市圈”“四大板块”等战略的相继布局，双阳主动顺

应中央和省、市部署，又相继提出“加快角色转变、

加速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振兴”“全面

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核心区、服务都市

圈”等具体目标。

经过几年实践，双阳不断加速城市建设由副

中心向核心区转变，由融入都市圈向服务都市圈

转变，发展思路越来越清晰、发展目标越来越精

准，将思想的光芒落实到实践的每个环节，

较好地解决了发展什么样的双阳、怎样发

展双阳的重大问题。增强动力、厚植优势，

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项目突破，做强经济底盘

思路清晰、目标笃定，全盘工作渐次推

进、有序展开。

双阳坚持一手抓稳增长、一手抓调结构。抓

好项目这个发展的起跑“第一棒”，不断放大重大

项目拉动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保持定力，稳扎稳

打；树牢拉长补短理念，主动转变发展方式，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支撑长春

城市副中心建设。

短短几年时间，经济底盘越做越大，重大项目

由少到多，主导产业由弱变强，全区发展呈现由

“形”向“势”、由“量”向“质”加速转变的良好态势。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成绩，来之不易。成绩，成色不俗。“十三五”

期间，双阳区征供土地1200余公顷，开工超亿元

项目159个、超10亿元项目18个；全区共引进超

亿元项目80余个，到位内资362亿元，引进外资3

亿美元。用拼搏实干，为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一个项目，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一批项目，

就是一个新的增长极。

双阳以项目建设为引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紧紧围绕主导产业、重点

领域，用足用活政策，深挖资源资产，每年谋划包

装各类项目百个以上，呈现了谋划一批、落位一

批，谋划与落位交相呼应、梯次推进的喜人局面。

充分发挥项目服务“365”“专班抓项目”作用，

有效破解了融资引资、手续办理等瓶颈，国信乡村

都市、吉通中德工业园、东南热电厂等一批支柱型

项目成为拉动经济逆势上扬、行稳致远的动力引

擎。

创新实施招商引资、项目服务“四个一”工作

机制，压实招商责任，完善奖惩机制，全面增强招

商引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聘请专业人员、组建

专业队伍，常态化、高频次开展驻点招商、叩门招

商、中介招商，每年开展招商引资活动都在百余

次，择商选资、招大引强，一批基地龙头型、总部税

源型、单项冠军型重大项目纷纷落位双阳。“梦吉

林”、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等一批带动力强、引领绿

色转型的优质项目成功签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关键支撑。

全程服务、全力攻坚，挂牌督战，加快项目建

设进度，健全完善全链条、全要素服务保障，全力

破解土地、资金、审批等瓶颈。集聚产业、集成要

素，提升平台发展热度，开发区建成区面积扩大到

18平方公里。

目前，双阳区“大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

演进发展模式逐步形成，为经济发展积蓄了强劲

动能。

环境优化，涵养发展土壤

无论是量的增长，还是质的提升，都离不开优

质营商环境的集聚作用。自身要发光，才有“群鱼

吻珠”效应。

从推进“一次办好”到深化“一窗受理”改革，

从组建项目服务专班到出台各类优化营商环境政

策，双阳区优化营商环境的信念始终如一。

从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到纵深推进“放管

服”改革，1366项审批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双

阳区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务实高效。

近年来，双阳区花大力气优化市场准入环境、

生产经营环境、要素保障环境、政务服务环境、法

治环境、社会环境，突出清单化、承诺制，为投资者

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

优先建立了“先预审，后审批”服务方式，全面

实行“中午不间断”“延时办公”服务内容，并积极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64项区本级事项实现全

城通办，373项区本级事项实现全程网办。

简化了企业开办流程，营业执照办理时限压

缩至10分钟，纳税次数进一步减少，办理时长不

断压缩，增值税退税审批合规时间由15天压缩至

10天，获得增值税退税时间由3天压缩至1天。

“在企业进行项目手续办理等前期准备工作

中，双阳区各级政府部门抢抓时效，全力保障我们

企业建设进入快速发展轨道。”长春国信投资集团

国信南山项目销售经理王绍妍说。

好的营商环境，涵养了创新与发展的丰厚土

壤。2019年至2020年，双阳区连续两年被评为吉

林省“软环境建设标兵单位”。

当前，双阳区还将优化营商环境与“作风建设

年”活动有机结合，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

理念，下大力气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彻底根除

“门好进、脸难看、事难办”现象，以作风建设的实

际成效赢得企业和群众信赖。

站在新发展阶段，着眼新发展格局，双阳区

践行新发展理念，开拓创新，只争朝夕，在聚力建

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核心区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向着更强实力迈进。

从“现代化山水型新城区”“双轮驱动、转
型升级”“宜居宜游宜兴业”“打造三城一区、建
设幸福双阳”到“打造美好双阳，建设长春城市
副中心”，二十余年积淀，今日双阳，芳华绽放。

特别是区五次党代会以来，双阳区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以从严治党为保障，促进经济
与生态、城市与乡村、发展与民生良性互动，
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全面开启了建设长春城市副中心的新征程。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站在活力发展与美
好未来的全新时空坐标之上,双阳区把党史学
习教育、作风建设融入发展的每一步，展现新
作为，彰显新担当，点燃了全区人民共创美好
生活的激情。从今日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
全面展示美好双阳发展的生动实践。

长春双阳长春双阳：：从从““量量””到到““质质””的飞跃的飞跃
编者按编者按：：

国信康养综合体项目将有效推动双阳健康养老产业发展。

在双阳区发展多年的金冠电气现已
成功上市，发展前景广阔。

➝双阳区积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以作
风建设的实际成效赢得企业和群众信赖。

红星梦吉林等带动力强的优质项目，正在引领双阳绿色转型。

长春市宽城区培智学校是一所面向智力障

碍、自闭症、脑瘫等孩子的特殊教育学校，学校一

直都在用大爱为这些特殊的孩子撑起一片晴空，

用真诚守护着这群“折翼天使”。

真情陪伴 用大爱呵护脆弱心灵

特殊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教育周期长，教

育过程极其困难，需要更多的细心和耐心。因

此，培智学校一直以来将信任作为教育的基础，

将陪伴作为取得信任最有效的途径。

培智学校共有29名住宿学生，其中有9名长

春市福利院的孤儿，他们没有父母，因此学校对

他们采取了全方位的照顾。代福生作为他们的

班主任，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利用所有

能够和他们接触的时间与孩子们真诚互动，经常

带他们参与活动、给他们洗澡、为他们理发，看似

小事，但在这些特殊孩子的身上，可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

“每天早上，代福生都会一个一个地轻声唤

醒孩子们，洗脸穿衣，孩子们会抱着他的胳膊不

撒手，然后给他一个极不自然的笑脸。晚上睡觉

时，有人会拽着他要把自己的被窝留给他睡，他

要到寝室来来回回巡视几遍，等到孩子们都睡下

了，他才休息。”宽城区培智学校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些细微的举动是孩子们爱的反馈。

执着坚守 专业专心扶弱助残

为不断完善学校教育体系，培智学校积极组

织学生参加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代福生作

为学校的特奥教练，将每一个项目都细化为若干

个步骤，通过无数次给孩子们纠正、示范，让他们

能够真正地掌握动作要领，而仅仅一个蹲地起

跑，孩子们就要重复上千次。

付出终究是有回报的，培智学校的小宇代表

中国站在了希腊雅典特奥会的最高领奖台，拿下

第四届全国特奥首金的小红当选为2008年的奥

运火炬手，小闯更是在全国第九届残运会中斩获

铅球铜牌。截至目前，培智学校的孩子们在世

界、全国各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共取得9金

10银9铜的好成绩。

此外，康复教学是特教学校非常重要的科

目，科学的专业化的康复训练，对孩子们恢复健

康非常有效。为此，学校采取按摩与针灸的方

式，对患有脑瘫的孩子们进行康复治疗，使一部

分脑瘫孩子的康复有了显著效果。

大胆实践 助力学生回归社会

从事特教工作必须要深知，孩子们恢复健康

只是开始，他们走出校门，被社会所接纳，获得生

存的本领，才是特教工作的努力方向。作为班主

任的代福生不断思考，为学生们寻找出路，尝试

组织学生们卖报纸，培智学校的第一堂社会实践

课就这样开始了，培智学校职业教育也实现了拓

展。2020年12月，为了帮助一些智力障碍儿童、

自闭症儿童走向社会，解决家庭一部分负担，培

智学校积极推进特殊儿童家庭自主创业就业模

式，与宽城区天章社区联合青怡坊半山手造为特

殊人群打造皮具高端品牌“蜗牛手造”，让学生们

参与到作品的设计、制作等流程当中，经过两个

月的打磨，已经有20款作品定版。

同时，培智学校每天与各方进行沟通和协

调，并将平台设在天章社区。目前，第一个实训

基地“宽城区与光同行特殊儿童训练中心”已经

建立，并在2021年3月开启培训，销售渠道得到

半山手造、全市山丘书局6家门店的支持，将为

孩子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

此外，培智学校以代福生为班主任所毕业的

班级，共有36名学生先后在广泽乳业、紫金花大

饭店、吉林省杞参食品有限公司、吉林德力有限

公司、长春市皮草工艺制品有限公司等企业走上

了工作岗位，学生们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特殊儿

童不是社会的附属品，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和接纳。

齐心共助 守护学生渡过难关

学校通过对毕业生进行成长跟踪服务，从服

务反馈中发现了学生的生活、心理等方面有诸多

问题，这些走出特教学校的学生，所面临的不光

是身心上的残障，他们要面对来自社会的各种各

样的压力。为此，培智学校经过认真筹备，在政

府和相关社会组织的支持下，并派代福生作为牵

头人，成立了“恒爱志愿者团队”和“恒爱之家”，

为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排忧解难。

多年来，恒爱志愿者们对这些特殊孩子的帮

助无所不及。有的学生在单位不被理解，受到批

评，代福生和志愿者们就深入到单位走访，介绍、

讲解残障学生的特点，拜托工友帮忙建立良好的

工作关系；有的学生是孤儿，志愿团队就找有关

部门说明情况，千方百计帮助他住进市社会福利

院。

此外，恒爱之家的志愿者还帮助学生找工

作、干农活、操办婚礼等。只要是这些特殊孩子

们有需要、有困难，恒爱之家就会全心全意地帮

助他们渡过难关，做他们最后的支撑。

系列报道之五

稿件由宽城区委组织部、宽城区委宣传部提供

用无私大爱守护“折翼天使”
——长春市宽城区培智学校特教工作记事

特教学生和代福生共同分享获胜后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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