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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丰县东丰镇商贸立平麻
辣铜香锅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220421MA17AFDE8E）将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正 本 丢 失 ，证 号 ：
JY22204210082838，声明作废。

●吕杨杨将存档手册丢失，号
码95949，声明作废。

●房主孙泽涛，将大众·理想
城市20号楼1单元301室定金收
据丢失，金额：叁万元整，收据编
号：0089866，声明作废。

●蒋立民将吉AY8551出租车
服务监督卡丢失，声明作废。

●袁帅将吉AZ5876出租车服
务监督卡丢失，声明作废。

●陈兴辉将吉AZ9597出租车
服务监督卡丢失，声明作废。

●周岩将吉AZ9597出租车服
务监督卡丢失，声明作废。

●孙权将吉AZ4954出租车服
务监督卡丢失，声明作废。

● 逯 晓 勇（ 身 份 证 号 码
220102197905074014）将身份证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石谷正平遗失外国人工作

许 可 证 ， 证 号 ：
308220119691114018，声 明 作
废。

●田维烈遗失外国人工作许
可证，证号：308220119671013017，
声明作废。

●富樫幸广遗失外国人工作
许 可 证 ， 证 号 ：
308220119690201013，声 明 作
废。

●张翀楠将警官证丢失，警号
001027，声明作废。

● 林 栗 竹
（220211199610074229）普通话水
平测试等级证书遗失，证书编号
2216202003382，申请补办。

●公主岭市双龙镇人民政府
将开户许可证丢失 ，核准号：

J2434000079401，开户行：公主岭
市双龙农村信用合作社，账号：
24592012001，声明作废。

●榆树市禹信商贸有限公司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2410046813101 ，开户行：中国民
生 银 行 榆 树 市 支 行 ，账 号 ：
6051008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春高新区亿信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2220100MJ3757577A，办学
许可证号：2201172100027），经本培训中心董
事会集体决议，自2021年 9月 9日起申请注
销。敬告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我单位办理清算事宜。联系人:杜泉峰 电
话：18744002158：地址：长春高新区修正路
246号东侧二楼。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区亿信职业教育培训中心
2021年9月15日

公 告
因吉林农业大学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建设需要，长春净月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位于德正街道农场社区新工地、东山
屯、鸭子弯等地块进行征收。现苏占山、孟广生、仲丛贵48等宗地
（后附名单）所有人及其相关权利人未进行地上物确认。请上述宗
地所有人或者对上述宗地主张征收利益的主体自本公告公示之日
起60日内至吉林农业大学棚户区改造现场办公室（新城大街与天富
路交汇东北角）进行地上物确认，如逾期未确认，我区将按现踏查测
绘数据出具评估报告，联系电话0431-85869556。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屋征收第二办公室
2021年9月15日

吉林农业大学棚户区改造项目需进行地上物确认名单
1.苏占山 2.孟广生 3.仲丛贵 4.赵国祥 5.杜景玉 6.王振

宇 7.窦日城（窦凤祥）8.周长礼 9.韩子生（韩旭、韩莹）10.李发（张
国军）11.孙国才 12.王秀芬 13.刘相阁 14.王德高（王立柱）15.王
鹏飞 16.刘晓敏 17.刘建业 18.许洪雁 19.苏立彪（栗义祥）20.刘
忠君 21.董桂珍（王昌连）22.赵国富 23.聂春明 24.徐庆 25.李
雨祥 26.姜洪伟 27.苗玉圃 28.齐占发 29.付颖娟 30.王振宗（王
振江）31.姜洪福 32.王兴录（史明）33.苏兰桂 34.赵明有 35.赵
月正 36.盖幅义 37.赵明希（赵月波）38.赵成佃（赵可玉）39.马金
廷（马春和）40.陈连芝（赵明盛）41.苏万和（姜士荣）42.闫德福
（卢凤兰）43.徐凤娟 44.许长永 45.孙树纲 46.邢国语 47.张健
48.戈延超

遗失声明

75.为什么说立德树
人是新时代教育的根本
任务？

1935年初秋，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

之际，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开学典礼

上向全体师生问了三个问题：你是中国

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

吗？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教育大会上谈到了这个故事，并强调

“这三个问题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

问、未来之问，我们要一代一代问下去、

答下去！”这著名的“爱国三问”，实质是

在追问教育要培养什么人这一首要问

题。浇花浇根，育人育心。我国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从根

本上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坚持立德

树人，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

也。”人才培养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

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

的根本在于立德，这个德既有个人品

德，也有社会公德，更有报效祖国和服

务人民的大德。德“立”住了，人才能

“树”起来，才能真正成为对国家、社会

有用的人才。古往今来，任何国家、任

何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

养人，从而维护政治统治、维系社会稳

定的。对于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教育要

培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定语

只能是“社会主义”。我们培养的人，必

须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就是我们要立的

“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教

育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

人，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

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

人！”立德树人，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

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不管什么时候，

我们为党育人的初心不能忘，为国育才

的立场不能改。

我们党历来重视以德育人、以德治

教，始终把德育摆在突出位置。新中国

成立后，我们党确立了教育方针，强调

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

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

有文化的劳动者。改革开放后，我们党

明确提出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党的十八大

把“立德树人”明确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对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提出新的具

体要求。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德育

为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

位，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听党话、跟党走，

扎根人民、奉献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航天报国的嫦娥团队、神舟

团队平均年龄是33岁，北斗团队平均年

龄是35岁，参加抗疫的医护人员中有近

一半是“90后”、“00后”，他们绚烂的青

春之花绽放在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习言习语

▶德是首要、是方向，一个人只

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

能用得其所。

▶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

前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代

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好儿女志

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到底需要

大批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青少年阶

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灌浆期”，

这一时期知识体系搭建尚未完成、价

值观塑造尚未成型、情感心理尚未成

熟，加之现在的青少年长期生活在和

平环境之下，没有体验过民族生死存

亡的苦难，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

人生阅历相对有限。在市场经济和对

外开放条件下，消费主义、拜金主义、

功利主义等负面因素的影响不可低

估。特别是要看到，各种敌对势力对

我发动“颜色革命”的企图从来没有消

停过，他们下功夫最大的一个领域就

是争夺我们的青少年，这样的斗争是

长期的、严峻的。如果不加以正确引

导和长期教育，青少年就难以树立正

确理想信念，甚至可能走偏。必须把

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着力教育引

导广大青少年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

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信心，更好地肩

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必须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把立

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加快推进教育现

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要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

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培养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的好老师，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

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深化教育改革

创新，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

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建立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坚持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引导青少年把爱国情、强国

志、报国行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奋斗之中，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

青春梦想，书写人生华章。

76.为什么要毫不动摇
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
业的旗帜上？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党中央及时调集全国资源，开展

大规模免费救治，从出生仅30多个小时

的婴儿到108岁的老人，不放弃任何一

位患者。反观西方一些标榜“人权”的

国家，不仅老年患者被放弃治疗，而且

很多家庭无力承担高昂治疗费用，出现

一幕幕生死相隔的悲剧。疫情之下，生

死之间，为何反差会如此强烈？究其根

源，与西方国家坚持资本至上、金钱优

先的做法截然不同，我国始终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

公益属性，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要毫

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

旗帜上。

卫生与健康事业涉及每个人的生

命安全和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是一项

极其崇高也非常特殊的事业。我们党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国家

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

决定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

坚持公益性意味着要将政府投入重点

用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断完善制

度、扩展服务、提高质量，让广大人民群

众就近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预

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健康服务。

公益性是我们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

和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的具体体现，是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基本原则，必

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与践行。

人民卫生为人民，我国始终坚持医

疗卫生事业公益性方向。新中国成立

后，我国坚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

在农村，创建城乡三级医疗预防保健

网、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初级

卫生保健制度，注重发挥中医药“一根

针、一把草”简便验廉的优势，减轻群众

看病就医负担。广泛开展群众性爱国

卫生运动，有效控制了寄生虫病、烈性

传染病和地方病，消灭了天花等传染

病，我国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1958

年，毛泽东同志在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

血吸虫病之后，欣然写下《七律二首·送

瘟神》，用“六亿神州尽舜尧”来欢呼人

民医疗卫生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在继续

坚持公益属性的基础上，用活市场机

制，有效配置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满足

了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

需求。为进一步解决人民群众看病就

医问题，我国进行多轮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明确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

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确立了人人享有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

习言习语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

小康。

▶建设健康中国，既要靠医疗卫

生服务的“小处方”，更要靠社会整

体联动的“大处方”，树立大卫生、

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

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关注生命

全周期、健康全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了新

时代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把为群众

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

和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基本职责，把公益

性贯穿医疗卫生事业全过程。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该主

要由政府负责保障，全体人民公平获

得。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我国用较短

的时间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

医疗保障网，全面实施医疗救助制度，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公立医院

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卫生整体实

力和疾病防控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百姓就医负担明显减轻，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超过80%的居民

一刻钟内能够到达最近的医疗点；2019

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下

降至28.4%，为20多年来最低水平。在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患者救治费

用全部由国家承担，54万名湖北省和武

汉市医务人员，以及驰援湖北的346支

国家医疗队、4万多名医务人员，绝大部

分来自公立医院，充分证明政府主导、

公益性主导、公立医院主导的救治体系

是取得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的重要

保障。

人民健康既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

政治问题。经济要发展，健康要上去，

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

开健康。如果人民健康水平低下，如果

群众患病得不到及时救助，如果疾病控

制不力、传染病流行，不仅人民生活水

平和质量会受到重大影响，而且社会会

付出沉重代价。不可否认，由于工业

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以及疾病谱、

生态环境、生活方式不断变化，我国仍

然面临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

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特别是卫生

与健康服务资源总量不足、结构不合

理、分布不均衡、基层服务能力薄弱等

问题比较突出，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尚

需破解。解决好这些问题尤其要牢牢

把握公益性原则，决不能走全盘市场

化、商业化的路子。

发展卫生与健康事业，必须坚持公

益性原则，发挥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

补充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

展模式的显著优势，全面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

康服务。要发挥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的兜底功能，重视妇幼、老年人、残疾

人、流动人口、低收入人群、贫困人口

等重点人群健康，健全重特大疾病医

疗和救助制度。加快建立健全现代医

院管理制度，处理好医院和政府关系，

落实好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政策，

让公立医院轻装上阵，不断提高服务

能力和运行效率。建立健全分级、分

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

制，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

治，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坚持中西医并重，着力推动中医

药振兴发展。抓好全民医保制度建

设，加快推动城乡基本医保整合，积极

发展商业健康保险，解除全体人民的

疾病医疗后顾之忧。

（原载2021年9月8日《人民日报》第5版）

“ 五 位 一 体 ”谱 华 章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本报9月15日讯（记者陈沫）今天下午，第二十届中国

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闭幕。本届农博会观展

人数达到82万人次，线上观展点击量达5100万人次。据不

完全统计，展会期间达成经贸合作项目共26项，意向性签

约金额105.2亿元，现场意向性签约金额7亿元，现场交易

额2.6亿元，线上交易额766.54万元。

据了解，本届农博会尽管受疫情影响延期举办，给招商

招展带来困难，但仍有1500余家本省及国内一些地区名优

特色农产品企业参展。展会期间，吸引全省100多家“吉字

号”农业品牌企业参展参会；辽宁、广西、天津、南昌、长沙、

昆明等地应邀参展；供销特色农产品展厅精心组织263家

农产品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参展，共有42大类、600余种、

3000多个名优特农产品进行集中展销。

展会期间，成功举办了百户企业进吉林、中国农产品产

地经济发展论坛暨产销供需合作洽谈会、金牌农产品发布

会暨供销特色金牌农产品产销对接会、“832平台”系列农

副产品推广活动、长春市农业招商引资及名优农产品推介

会等7场大型推介洽谈活动。同时，“10+365”一站式网上

展会交易服务平台入驻企业678家，上线产品近4000个，平

台首次开通金融支付系统，在线成交3400单，实现交易额

110万元。

本届农博会集中展示了国内外3500多个作物品种，

引进示范300多个新品种，集成应用30多项农业新技术

和新模式，近百名农业专家走进农博会现场互动答疑，省

内知名专家借助农博会网上服务平台在线提供农业技术

服务，充分发挥科技示范和科普教育功能。本届农博会

坚持“农民节日”的办会宗旨，组织多项文化赛事活动。

农民“网红”直播带货大赛、“吉林巧姐”文化艺术节、农民

趣味运动会等活动精彩绝伦、“农”味十足，展现了健

康向上的农民新面貌。

据悉，本届农博会闭幕后，长春农博园室外展区将

于9月19日起继续向广大农民和市民开放至10月中

旬，同时长春农博园还将继续承办第十二届吉林冬季

农业博览会。

第二十届长春农博会闭幕
观展人数82万人次 现场交易额达2.6亿元

本报9月15日讯（记者赵梦卓）今天，中宣部《党建》

杂志社“学党史悟思想”研讨会在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召

开。来自全国各地党委宣传系统的120余名代表围绕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进行了学习交流。

会上，《党建》杂志社社长有宝华传达了中宣部“新时

代宣传思想工作创新研讨班”的主要精神，总结了《党建》

杂志社自去年7月以来为庆祝建党百年开展的一系列工

作及取得的成绩。他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建》

杂志社将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谋划展开工作，积极推动“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深入人心，为动员广大干部群众立足新起点、创造新业

绩作出更大贡献。

活动现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建设工程首席专

家、经济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张磊作了“站在两个百年交汇

点的伟大宣言”专题讲座，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闫越作

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与宝贵经验”专题讲座。

据悉，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将参观中车长客股份有限

公司和空军航空大学航空馆，感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省通过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

动白山黑土焕发新光彩的生动实践。

中宣部《党建》杂志社“学党史悟思想”研讨会在长举办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日前，长白山管委

会接到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的

信访件，反映长白山保护区内锦江峡谷流域

“长白山峡谷第一漂”漂流点处存在占用林地

建设售票处、游客更衣室、卫生间、皮筏仓库

等场所；漂流过程中，游客将垃圾丢弃在河道

内，污染下游水环境等问题。接件后，信访工

作组第一时间介入，并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因峡谷第一漂法人张某某是松江河林业局下

岗职工，长白山工作协调联络组及时与松江

河林业局进行沟通，针对这一信访件拿出立

即整改的时间表。

松江河林业局接到信访件后，高度重视，

迅速启动工作程序，松江河林业局主要负责

人率领森林资源管理与生态保护处、省林草

局驻局办事处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第一时

间来到“长白山峡谷第一漂”现场。经实地调

查核实，举报问题部分属实。“长白山峡谷第

一漂”位于松江河林业局森林资源“一张图”

锦北林场24、38林班1、23小班内，因疫情原

因，现已停业。经营者2004年9月在抚松县

旅游局、环保局、水利局办理了漂流手续及营

业执照，并利用锦江河道河滩地修建了简易

房屋及木制板房，用于漂流活动。

9月1日开始，大峡谷第一漂经营者对林

地建设售票处、游客更衣室、卫生间、皮筏仓

库等设施进行拆除。截至9月8日，相关设施

已全部拆除，现场完成整改。

“我们要以坚决的态度、务实的举措，举

一反三，深挖各类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产生的

根源，标本兼治，形成整改落实长效机制。”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长白山管委会主要负责同

志这样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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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

第20届长春农博会期间，我省各地特色农产品呈现购销两旺的态势。这是几位市民在选购延边州特色农产品。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