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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安县第一中学李光耀：

时 光 荏 苒 初 心 依 旧

长春市教育系统“红烛先锋”人物事迹系列报道——

李光耀，农安县第一中学语文教师，班主任，业务校长。

1996年，李光耀被分配到濒临解散的郊区炼油厂子弟学

校。住宿环境艰苦，办公条件差，但是他本着做优秀人民教师的

初心，从未因环境艰苦而退缩，与学生朝夕相处，同吃同住。无

数个周末，他走在家访的路上，劝说家长打消让孩子辍学的念

头；无数个夜晚，他在教室里，给学生们义务辅导；二百多元的工

资常常因为给学生们买学习和体育用品而所剩无几。几十个险

些辍学的孩子组成的班级，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温暖，在三年后的

中考中，取得了全县第一名的成绩，几十个曾经做好辍学准备的

孩子，升入了理想的高中。

2000年9月，这所城郊学校解散了，他被分派到全县重点中

学——农安一中工作。从任课教师、班主任做起，他以对教育工

作高度的热情、对学生无私大爱转变了一届又一届乱班、差班，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他先后被评为长春市优秀共产

党员、农安县优秀共产党员标兵；先后获得了长春市劳动模范、

长春名师、师德标兵、我身边的好老师、长春好人、十大杰出岗位

能手等荣誉称号；取得优质课大赛、长春杯教学大赛、班主任基

本功大赛等奖项。

从2017年 2月开始，李光耀先后担任教导主任和业务校

长。他将自己的班级管理经验和全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阳

光教育理念无私地传递给同行，多次受邀参加本县、外市县的

青年教师培训，多次受邀参加电视台教育专栏节目，介绍教育

经验。25年的教师生涯，李光耀的教育故事平凡无奇，但却写

满了执着和坚韧，他的教学之路没有波澜壮阔，但却布满了探

索和艰辛。一路走来，他的教育初心依旧，他的教师人格熠熠

生辉。

遗失声明
● 谷 松 然（ 身 份 证 号

220721200007034228）

将伊通满族自治县幸福湾

小区 8 号楼 4 单元 101 室商

品房预售收据丢失，号码：

NO： 0001736， 金 额 ：

10000.00 元（定金），特此声

明。

包连胜，男，年龄44岁，身
份 证 号
152222197704254910；户 籍
地址：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
翼中旗准太本木准太本嘎查

301号。2021年6月30日10时45分由白城

市交巡警一大队干警护送至白城市救助管理
站，入站时该人赤裸上身，只穿短裤，身体虚
弱，体衰无力，哮喘严重。由白城市救助管理
站送往医院救治，于2021年7月1日上午9
时因重症肺炎抢救无效病逝。望该人的亲友
或知情者请在公告发出30天内与白城市救
助管理站联系，逾期将进行火化处理。
联系电话：0436-3310330 13843684209

白城市救助管理站 2021年7月12日

寻亲启事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启彬: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西胜支行与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吉0204民初280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单位及联系人: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 李兴国
联系电话:0432-62404989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解放大路与黄旗路交会处

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
2021年7月16日

公 告
尊敬的纳税人：

为了落实自然人车船税按照车船登记地或者车船税扣缴义务人
所在地申报的原则，我局于2019年12月26日对2018年1月1日至
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金三系统纳税
申报信息进行了比对，筛选出异地纳税人缴纳自然人车船税信息，初
步确认名单人员（见下表）符合退税条件。

因无法联系到您本人。请您在看到本公告后，自查是否符合退税
情形，若存在退税情形，可及时携带相关资料到我局办税服务厅依法
办理退税业务。

地址：长春市东南湖大路2677号国家税务总局长春经济技术开
发区税务局

联系电话：0431-80506755
名单：崔荣强 1330**********3013；寇俊英 2202**********

0913；杨宝田 2207**********4816；贾中奎 2223**********6812；张
健 2207**********3613；孙 建 2201**********2331；刘 岩
2202**********301X； 于 爽 2201**********6443； 曹 雷
2207**********4019

长春仲裁委员会公告
刘永辉：

本会受理范蔚茗与刘永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会长仲裁
字[2020]第0062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

长春仲裁委员会
2021年7月17日

长春市宽城区华侨城小区房屋信息及权利人登记公示
为了产权办理，对华侨城小区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信息进行公示。

对公示信息有异议的请于 30 日内拨打电话 0431－82689553，
86104043。D7栋402韩凤荣及相关权利人；E5栋103黄宇生；B10栋
505魏增香及相关权利人。

宽城区兴业街道宏波社区 2021年7月16日

一、会议时间、期限
2021年 8月 2日（星期一）上午9:00，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
吉林银行总行（长春市东南湖大路1817号）三楼多功能厅
三、会议议程
审议关于吉林银行资本补充相关事宜的议案
四、参加会议人员
1.会议公告日登记在册并持有本行股份的股东。
2.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本行聘请的见证律师。
五、授权委托
凡具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资格的股东，有权书面委托1名代

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股东在本行的借款逾期
未还期间内，其表决权暂停行使），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行的
股东。股东出具的委托他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须
准确、完整填写后方可生效，委托书格式附后。

六、出席证明

1.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
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原件和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应于 2021 年 8 月 2日
前将上述资料送达吉林银行总行董事会办公室（长春市东南湖
大路1817号 21层）进行资格确认。

联 系 人：战玉婷 王珩
联系电话：0431—84992752 84999655
传 真：0431—84999276
邮 箱：zhanyuting2007@126.com

吉林银行董事会
2021年 7月 17日

本人（本公司） （持有吉林银行股份
股）兹全权委托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于2021年8

月2日召开的吉林银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
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相关文件。投票指示如下：

注：1.上述审议和选举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栏内划
“√”，作出投票指示。

2.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
决。

3.除另有明确指示外，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股东大会上提
出的其他需要决定事项按自己的意愿投票表决或放弃投票。

4.本委托书的复印件或按本格式自制均有效。

法人股东(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号：

或

自然人股东（签字）：
身份证号：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编号

1

审议事项

关于吉林银行资本补充相
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附件：委托书格式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关于召开吉林银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 告
江东杰（身份证号码：220223197209171512）、李春生（身份证号

码：220223197205181510）2名同志，因你们连续旷工已经超过15天，
公司无法与你们进行联系，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决定与你们解除劳动合同，希望你们见
报后一个月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到，一切责任由本人承
担，与公司无关。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7日

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参考消息》16日刊登阿根廷布

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的报道《可能有人未接种疫苗也未曾

感染就天生对新冠病毒免疫》。摘要如下：

基因组数据提供商MedGenome的一项新研究分析了为什么

一些没有感染新冠病毒并且尚未接种疫苗的人会对这种疾病免

疫，或者至少避免了严重症状的出现。该研究的对象是存在于

人体内的T细胞。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能够欺骗新冠病毒，从而

避免感染。

该研究论文由英国《科学报告》杂志发表，作者是MedGe-

nome在美国和印度的科学家。该文章称：“我们的研究结果表

明，由于之前接触过流感病毒和巨细胞病毒，许多人体内可能存

在SARS－CoV－2反应性T细胞。”

为何有人天生对新冠病毒免疫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张辛欣）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

龙16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工信部指导企业加快新冠疫苗

产业化进度，全力保障国内接种需求。截至目前，我国新冠疫苗

年产能达到50亿剂，累计供应国内新冠疫苗超过14亿剂，供应

国外超过5亿剂，目前达到5.7亿剂。

田玉龙说，新冠疫苗生产技术难度大、控制环节多、工艺步骤

长。工信部推动加快各条技术路线产能建设进度，在确保质量安

全的基础上，全力以赴扩大产能产量。下半年，工信部将统筹考

虑国内外市场需求，支持疫苗企业多途径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我国新冠疫苗年产能达50亿剂

新华社华盛顿7月15日电（记者刘品然）美国总统拜登15

日与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晤，双方就两国关系以及地

区和全球性问题展开讨论。

拜登与默克尔当天下午在白宫举行会晤。在会后举行的联

合记者会上，双方表示将在气候变化、新冠疫情问题上加强合

作，重申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双方还讨论了“北

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反恐和伊朗核问题等议题。拜登还就

德国洪涝灾害造成的伤亡和损失向默克尔表示慰问。

拜登说，他在会晤时再次向默克尔表达对“北溪－2”项

目的担忧，同时表示美德一致认为不允许俄罗斯以能源作为

武器威胁邻国，两国将着眼于采取实际措施确保欧洲的能源

安全。

默克尔表示，德国和美国对“北溪－2”项目存在不同评估，

但两国明确乌克兰仍将作为天然气过境国，“北溪－2”不是乌克

兰境内天然气管道的替代项目。她还说，若俄罗斯不尊重乌克

兰作为天然气过境国的权利，德国与美国将采取行动。

拜登与默克尔举行会晤

新华社喀布尔7月16日电 阿富汗国防部16日发表声明

说，过去24小时内，阿政府军在多个省份展开行动，共打死208

名塔利班武装人员。目前塔利班方面没有回应这一声明。

声明说，政府军在库纳尔省、楠格哈尔省、加兹尼省等多地

展开打击塔利班的行动。除打死208名塔利班武装人员外，政

府军还打伤153人，拆除了塔利班的一批简易爆炸装置。

阿国防部16日还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巴米扬省当地武装

力量支持下，收复了当地数日前被塔利班攻占的一个重要地区。

美国总统拜登7月8日说，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于8

月31日结束。拜登曾于4月宣布驻阿美军5月1日开始撤离，9

月11日前完全撤出。美国不负责任的撤军，给阿富汗留下巨大

的“安全黑洞”。近期，阿富汗国内袭击事件不断，安全形势日趋

恶化。

阿政府军打死208名塔利班武装人员

“派江吻海，山水相依，城中有山，山中有

城”的古城福州，16日迎来高光时刻——第

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此开幕。习近平总书

记向大会发来贺信。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

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

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

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习

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说。

保护文脉、传承文脉，一直牵动着总书记

的心。

巍巍中华，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正在

“活起来”，怀抱着岁月秘密的瑰宝开始“火起

来”。从历史走向未来，从民族走向世界。文

脉的传承与创新，涵养起更深厚的中国自信。

守护“根”与“魂”，对文脉要有“珍爱之心”

光影摇曳，歌舞纷呈。15日晚，沉浸式

演出《寻梦·坊巷》在三坊七巷揭开神秘面纱，

向全球来宾展示福州的动人魅力，以及背后

的文化印记。

【三坊七巷“风云录”】

三坊七巷，这处占地约40公顷的古建筑

群，起于晋、成于唐宋、鼎盛于明清。青石板

小巷里，走出了林则徐、严复、林觉民等数百

位风云人物，赢得“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

近现代史”美誉。

这里，承载着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

“根”与“魂”，氤氲着闽都独特的文化气息。

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

为《福州古厝》一书作序时指出：“保护好古建

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

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三坊七巷考

察时，再次强调：“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

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

【万寿岩“历险记”】

面对历史、面对文脉，若无敬仰之心、广

阔胸襟，就会在拆留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

被誉为“南方周口店”的三明万寿岩史前

遗址，是“从炸药包下抢救的瑰宝”。上世纪

90年代，作为采矿点的万寿岩走到命运的十

字路口：一方是投巨资买断开采权的企业，一

方是坚称“山里有宝”的村民。

在“一炮炸掉”还是“原地保护”的抉择

中，时任福建省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作出的

批示一锤定音，留住了这一远古人类的遗

迹。后续考古研究发现，万寿岩遗址把福建

古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到18．5万年前，因

此被称为“闽人之源”。

【鼓浪屿珍藏的情谊】

中华文明经历5000多年历史变迁，有形

无形的文脉传承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

生活态度、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

厦门鼓浪屿，这座东南沿海的“弹丸小

岛”，同样珍藏着一段难忘情谊。

如今被视为鼓浪屿“地标”的八卦楼，曾

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时任厦门市委常委、

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指示有关部门拨出30

万元，解了燃眉之急。

2017年，鼓浪屿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申遗是为了更好

地保护利用，要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理念，

健全长效机制，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

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注入源头活水，让文脉之“泉”汩汩长流

每当夜幕降临，泉州府文庙附近的金鱼

巷口，“古城南音阁”的公益演出准时开场。

一众围观者中，既有忠实“票友”，又有手捧奶

茶的年轻人和好奇的游客。

【泉州的奇妙火花】

千年南音古韵袅袅，红砖古厝燕尾脊耸

立。走进“润物无声”展陈空间，映入眼帘的

是鲤鱼滴水兽、石狮等古城文创产品。传统

与现代，历史与当下，在这条200多米的小巷

中，擦出奇妙火花。

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泉

州的一街一巷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

石”，4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4处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2条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

密度之大，国内罕有。

跨越千年，文脉之“泉”如何汩汩长流、活

水不断？

“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

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

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千千万万文物保

护者、文化传承人代代相传的呵护与坚守，生

动诠释着这句话。

【“老古董”变成“潮文化”】

在福州，随着古城日渐复兴，越来越多

“后生仔”把曾经的“老古董”变成“潮文化”。

代代传唱的方言童谣，成为“秒抢”热门课；林

则徐、严复等福州先贤“化身”卡通人，吸引游

客争相“打卡”。

【南平“朱子归来”】

在朱熹故里闽北南平，140多处朱子文

化遗存得到立法保护，曾经“沉睡”的优秀传

统文化正在徐徐苏醒。与朱子同行，成为人

们打开武夷山的另一种方式。

“学生们诵读朱子格言等经典后，变得更

有礼貌，会更主动尊敬师长、孝敬长辈。”南平

一中语文教师范成忠说，过去不少人认为文

脉“看不见、摸不着”，其实，文脉是活的，传承

就是最好的保护。

用创新“浇灌”，以文脉涵养中国自信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生命力。”今年3月，在世界文化和自

然双遗产地武夷山，习近平总书记有感而发。

【“85后”店主的创意】

文脉体现在物质层面，是有形的文物和

文化遗产；体现在精神层面，则犹如无形的

“接力棒”，代代相传。

在人潮涌动的福州三坊七巷，一家名为

“城思”的文创小店“吸睛无数”。来自湖南的

“85后”店主陈龙，从事文创十余年。他说，

通过创意设计，把抽象的文化形之于人们衣

食住行的日用之物，是零距离对话历史、理解

文化“根”与“魂”的绝佳方式。

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近年

来，全国各地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取

材，打造出“现象级”产品。

水下中国风舞蹈《洛神水赋》“绝美出

圈”、三星堆考古发掘全程直播、数字技术让

敦煌石窟艺术“穿越时空”……一件件文物、

一场场文化盛宴，吸引着海内外亿万网民追

捧热议。

【当南音古乐遇上西方管弦】

2017年12月，奥地利维也纳，来自泉州

的“80后”青年蔡雅艺，用一曲《出汉关》，将

南音这一千年古乐展现在世人面前。原汁原

味的南音演唱和西方管弦乐相得益彰，把东

西方艺术的交融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蔡雅艺看来，《出汉关》中的汉代昭君

出塞带着文化交流的使命感，与2000年后在

维也纳唱响的旋律仿佛不同时空的精神共

鸣。以南音为代表的传统艺术“属于过去，更

属于未来；属于家乡，更属于世界”。

【英国青年“福州行旅记”】

英国青年凯恩在福州生活多年，早已融

入这里。闲暇时，他骑着单车在城市中走走

停停，赏古厝、品茉莉花茶、体验脱胎漆器制

作。社交平台上，他发布的“老外看福州”系

列视频成为“爆款”。

“越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越能感受到魅

力无限。”凯恩说，能够向西方介绍真实的中

国，他很开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

脉，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涵养着中国人的

文化自信，为创造美好生活注入更深沉持久

的动力。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

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

秀成果。 （新华社福州7月16日电）

从“保下来”到“活起来”：

在文脉传承中涵养中国自信
新华社记者 邹声文 许雪毅 陈弘毅 赵雪彤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经济参考报》

16日刊发傅云威撰写的报道《中国经济没有

辜负世界》。文章摘要如下：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12.7％，远超

机构预期，显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蓬勃

活力。

疫情背景下，中国经济之于世界的重要

意义尤为凸显。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同比增长27.1％，中国外贸连续13个月

同比正增长，充分印证全球供应链上“中国之

环”的非凡抗压韧性和交付能力。

从抗疫物资到电子产品，从工程机械到

金融创新……中国顶住压力，借助非凡的供

应链优势，牵引全球市场主体，展开国际“战

疫”接力，在满足全球订单、疏通资本市场渠

道、驰援各国民生的同时，催生出更多新业

态、新技术、新金融产品，为世界经济贡献了

宝贵的活力源。

正如霍尼韦尔中国总裁林世伟所言，不

少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过去一直强调“立足

中国，服务中国”。如今，借助中国的全球供

应链地位，开始服务全球。“中国经济所具备

的新优势，源自中国，却造福全世界。”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中国企业自主

研发生产的 11米级大直径盾构机本周完

成首条隧道贯通任务；在哈萨克斯坦南部

城市扎纳塔斯，中哈合资建设的中亚最大

风电项目即将建成；在 20多个欧洲国家，

已有1800多辆比亚迪纯电动客车投放运营

或正在订购中，累计为当地减少 7万多吨

二氧化碳排放……

从提供产品，到定制服务；从项目运营，到

战略对接。中国经济在优化升级中，稳定和修

复全球供应链，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撮合第

三方市场合作，推动构建高水平开放型世界经

济，开拓了从“双赢到多赢”的包容发展新境界。

项目在非洲，股东来自欧洲，总包商来自

中国，分包商源自多国团队，银团贷款由多国

银行提供……近年来，伴随“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向纵深发展，此类单一项目聚合全球资

源的协作场景开始成为常态。

“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外经贸合作

领域不断拓展，产经融通度不断深化，中国经

济改善全球市场供给的内涵，已经实现由产

品输出到技术输出、服务输出，再到模式输

出、发展理念输出的跃升，为世界经济海洋贡

献活水之源。

历经数十年升级嬗变，中国经济的全球

角色，正实现从世界工厂到供应链枢纽的转

型，尝试从增长引擎到研发中心的切换，酝酿

从解放思想到理念引领的跃升，不断满足新

时代对中国经济的新期待、新需求。

中 国 经 济 没 有 辜 负 世 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