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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通化市分行
“小额贷款”
“扶贫”
3个月投放再就业贷款7.48亿元 惠及创业就业人口近万
“
多亏邮储银行的再就业小额贷
款，帮我圆了创业梦，才有了目前的成
果！ ”通化市欧亚购物中心五楼的班花
串串香店老板张鲁感慨万千。 29岁的
张鲁是返乡创业的大学生， 大学毕业
后卖过酒、“北漂”过。 今年，他向亲戚
朋友筹集资金起步创业。 前期兑店面
和装修已投入大量资金， 进食材的时
候，却没了钱，项目无法启动，张鲁的
创业梦想似乎始终困在围栏里……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邮储银行通
化市分行信贷客户经理胡晓旸和于
扉，在一次利用周末时间走访活动中，
看到张鲁刚刚装修完的店面， 通过和
张鲁的交流， 了解到了他目前创业的
困难， 信贷客户经理胡晓旸根据其实

际情况， 向其介绍邮储银行通化市分
行与通化市再就业小额贷款服务中心
合作的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 并在依
法合规的前提下为成功向其发放了20
万元再就业小额担保贴息贷款。 在这
笔贷款的资金支持下， 张鲁的店红红
火火的开业了。
张鲁只是邮储银行通化市分行众
多再就业贷款客户中的一个缩影，还
有许许多多在邮储银行再就业小额担
保贴息贷款政策扶持下， 实现创业梦
的成功案例。 作为邮储银行通化市分
行的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由地方政府
设立再就业担保基金，且在一定时间内
全额贴息，借款人只要归还本金即可。
邮储银行通化市分行通过市场的

榆松高速预计十一前竣工通车

调研发现， 再就业担保贷款10万元的
贷款额度已无法满足客户的资金需
求，经多次论证，该行积极开展再就业
担保贷款要素优化活动。 持续创新满
足市场需求， 目前邮储银行针对退役
军人、返乡创业农民工，以及创业大学
生的再就业担保贷款额度已分别提升
至20万元， 大大满足了再就业人员的
再次创业启动资金。
截至2019年6月末， 邮储银行通
化市分行与人社局、财政局合作以来，
已累计为全市投放再就业贷款7.48亿
元，惠及创业就业人口近万人，在当地
同业中做得最好。

曹曦予 东亚经贸新闻记者 周东
魁 实习生 张宇轩

国网白城供电公司开展财务协同监督 提升规范管理水平
本报讯

近日，国网白城供电公司
总结编制财务报销廉洁风险“内控手
册”及“
廉洁风险防控手册”，下发至所
属各单位， 全面提升财务报销管理廉
洁风险管控水平， 提升企业规范经营
管理水平。
报销业务是财务基础， 也是各项
费用支出的依据，是加强企业规范经营
管理、节约费用支出的重要途径。 今年
以来，该公司大力开展财务报销管理不
规范廉洁风险管控协同监督项目，通过
对报销业务廉洁风险的排查和梳理，有

效防范廉洁风险， 建立长效管控机制。
该公司高度重视此项工作，项目伊始，
即在启动会议上全面部署了工作任
务， 明确项目工作目标与职责分工、
工作步骤与时间节点等各项要求。 采
取检查的形式，重点围绕财务报销岗
位人员廉洁自律情况、财务报销票据
规范情况、 财务报销资金支付情况、
财务报销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等四个
方面，通过对该公司本部及所属各单
位财务报销岗位廉洁风险的全面排
查，梳理廉洁风险点，针对廉洁问题，

制定整改与防范措施。 截至目前，该
公司共排查廉洁风险15项， 制定防控
措施30条。
此外， 该公司针对财务工作流程
中易出现的漏洞开展资金集约管控系
统业务安全攻防演练，消除资金安全隐
患。加大原始凭证电子化平台的规范化
使用力度，优化财务报销方式。 该公司
还结合员工需要，改造完善了电子化报
账室，切实从软环境和硬件设施两方面
着手全面提升财务报销管控工作，从而
使企业规范化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大火灾故事以及近期发生的一些大小
火灾故事的实例视频， 触目惊心的画
面和数字使全体参训人员的心灵受到
了极大的震撼，深刻认识到了“隐患险
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的重要性。
田教官还针对消防安全的实际情
况，结合在工作和生活中用电、用气、
用火的知识， 介绍了事故发生的原由
及所造成的危害情况， 详细讲解了发
生火灾后的自防、自救、逃生技巧，并
按种类、功能、用途介绍了不同的灭火
器，重点介绍了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
设施的使用方法， 火场逃生及应急疏

散的方法和原则。 浅显易懂的语言阐
述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 分析了火灾
防控重点时段、部位、方式方法等，并
结合高层建筑火灾事例， 传授了利用
简易器材逃生技巧和应对办法。
通过此次消防培训活动， 进一步
提高了双阳区统计局全体工作人员的
安全防火意识，增强了个人预防、处置
火灾事故的自防、自救能力。

为大家介绍了月饼的原料和制作程
序，一边分发制作材料，从和面、做馅
到用模具扣出月饼， 小朋友和家长们
都学得认真，做得仔细。
活动现场的另一边， 小朋友们正
安静地在爱心贴上写下祝福语， 还有
小朋友在制作主题纽扣手工画DIY，
稚嫩的脸上是满满的用心与专注。
转眼间， 所有小朋友都完成了专

属于自己的手工月饼，这些月饼被送入
烤箱烤制。 在等待月饼烤熟的时间，小
朋友们也纷纷与自己的手工画合影留
念。 不一会这些月饼散发着迷人的香
气出炉了，笑容溢满在每个人的脸上。
此次的活动， 让大家体会到了传
统手工月饼的魅力， 了解到了中秋节
的传统文化和习俗， 还激发出了大家
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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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对待
“网红”
口味怪异月饼
近日， 我省 消 协 发 布 2019 年
“
中秋”“国庆”消费提示。
科学选购月饼。 采购月饼应去
超市等正规销售场所， 注意查看包
装是否完整， 仔细阅读包装上的相
关信息，如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
日期、保质期等。 购买宾馆、饭店或
店铺现制现售散装月饼时， 要查看
清楚保质期。
网购月饼要谨慎。 在电商平台
购买月饼时， 选择具有正规运营资
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避免被网上
华丽的外包装和图片所蒙蔽， 对于
网红月饼以及口味特别 怪 异 的 月
饼， 应谨慎对待。 月饼是易腐的食

品，不属网上七天无理由退换产品，
所以，消费者网购月饼更需谨慎。
中秋、 国庆前后， 螃蟹大量上
市，对生活在东北喜欢吃螃蟹的消费
者来说是个好时节， 螃蟹味道鲜美、
营养丰富，但食用时应注意：不吃死
螃蟹。 当螃蟹垂死或已死时，蟹体内
的组氧酸会分解产生组胺。 组胺为一
种有毒的物质， 随着死亡时间的延
长，蟹体积累的组胺越来越多，即使
螃蟹煮熟了， 这种毒素也不易被破
坏；吃螃蟹忌生食。 虽然螃蟹有醉蟹
等吃法，但是由于水质等问题，体内
可能滋生有大量的细菌， 所以吃螃
蟹一定熟吃，不要贪食美味而生吃，

确保煮熟蒸透后，方可食用。
低价旅游团大多是通过诱导消
费者购物、旅程缩水、降低食宿标准
乃至中途加价等形式牟利，消费者为
省小钱却可能最终掉入商家精心设
计的陷阱。 提醒消费者，认准正规旅
行社产品，切勿贪图便宜，因小失大。
在线订房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
节日出行预订宾馆的重要方式，但也
会发生入住时发现没有预订成功，或
出现房间被平台订到另外一个城市
等问题。 吉林省消费者协会提醒消费
者，在线订房后，最好再直接与预订
的酒店电话确认，确认无误后再放心
出行。

东亚经贸新闻记者 王璐

我省召开保证生猪产品供应稳定生猪市场价格新闻发布会
9月11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会上获悉，我省生猪产
能稳步恢复，整体形势向好。 预计到
年底，备案生猪规模养殖场（小区）达
到3046个， 生猪饲养量达到2010万
头，向销区省份调出生猪达269万头。
受非洲猪瘟疫情、价格以及禁养
和限养等因素影响，我省生猪产能曾
出现下降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反馈吉
林省农业调查总队数据， 截至今年6
月底， 我省生猪饲养量1484.7万头，
同比下降13.3%。 作为生猪净调出省
份，我省坚持一手抓非洲猪瘟防控，

一手抓稳定生猪生产。 省畜牧业管理
局局长王坤介绍，省政府与各市（州）
及省管县政府、省畜牧局与各市（州）
及省管县畜牧局分别签订了防控非
洲猪瘟目标责任书，确保各项综合防
控措施落到实处。
近期，省畜牧局会同发改、财政
等15个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稳定生
猪生产十四项措施的通知》， 包括强
化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强化良种繁育
体系建设、 强化生猪产业转型升级、
强化政策扶持、 强化质量安全监管、
强化生猪价格监测预警等方面。

王坤介绍， 据中国农业农村部
对我省12个生猪监测县、120个监测
村和198个生猪监测点监测，6-8月
份， 我省生猪平均价格分别为每公
斤17.3元、19.31元和20.17元， 位居
全国第9、第6和第18位。
王坤介绍，随着非洲猪瘟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消费需求稳步增长、养
殖效益持续增加和政策扶持力度不
断加大，养殖场（户）信心大幅提升，
特别是生猪产业化龙头企业加速补
栏速度，产能稳步恢复，整体形势向
好。

东亚经贸新闻记者 王振东

降伟岩：
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创新
本报讯

降伟岩，男，东师附小
中信校区第一党支部书记。 2001年
毕业后在东师附小一直从事小学数
学教学工作。 十八年来，逐渐形成了
和谐、民主、严谨的课堂教学风格，深
受学生的喜爱。 曾荣获吉林省骨干教
师、吉林省教学精英、吉林省教学新
秀、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教学新
秀、长春市教学能手、学校名师工程
首席教师、长春市
“
我身边的好老师”
十佳教师、东北师大院（处）级优秀共
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爱岗敬业，关爱学生，长期
坚守教育教学第一线， 坚持以德立
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人。

积极践行学校的“率性教育”办学理
念，以学生为本，注重课堂教学改革
创新，与身边同事合作研究，乐于钻
研，勇于探索，是一位让学校放心，
让家长安心，让学生喜爱，有爱心、
责任心的好教师。
尊重孩子成长的规律， 坚持学
习和探索，努力“站在孩子的视角想
问题”，关注每个孩子个性特点和个
体差异，调动孩子学习数学的兴趣，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秉承东师附
小传统，探索个人教学风格，能够做
好引领、传帮带的责任。 在推进学校
教学改革创新，实践探索、创业创新
创品牌等方面表面突出。
深度组织实施学校课堂教学改
革。 先后开发并实施了4个年级共7

个大单元的案例。 三年《乘法》和五
年《平面图形的面积》获学校优秀案
例特等奖。
科研课题引领， 争做研究型教
师。 主持完成学校青年基金课题《基
于不同课型下小学数学学习卡片的
设计与实施》研究，参与4项省级、校
级课题，累计公开发表论文、教学设
计等10余篇。
曾获得第十四届全国小学信息
技术与教学大赛一等奖，教育部“一
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部级优课、全
国新世纪小学数学微课大赛特等奖、
吉林省第二届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
吉林省第四届名师评选暨小学数学
教学观摩活动一等奖、长春市小学数
学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等。

陈艳杰， 正高级教师，
吉林省历史学科特级教师， 吉林省
历史学科带头人， 吉林省高中历史
学科中心组成员， 东北师大附中元
辉教师研修院首届教授， 东北师大
附中历史教研室主任。
陈艳杰在东北师大附中任教三
十四年来， 担任教研室主任工作16
年，学科组长工作15年，班主任工作
14年，担任文综合组长7届，支部书
记三年。
34年来，她坚守从教初心，勤勉
刻苦，乐观向上，辛勤耕耘在教育教
学的第一线。 她坚持以德立身，注重
身教，关爱学生，为人师表，敬重学
问，潜心专研。 她曾多次被评为优秀

教育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多次荣
获“优秀教师”、“模范教师”、“标兵
教师”等称号。 2007年被评为吉林省
历史学科特级教师。
陈艳杰爱岗敬业，严谨治学，形
成了独到的教学风格。 她构建的
“
有
生命的历史课堂” 受到省内同行的
普遍认可。 她曾连续多次荣获学校
颁发的优秀教学奖。2004年获“
标兵
教师”称号，2006年获“首席教师”称
号，2010年获“
功勋教师”称号。
她曾多次参加国家、省、市教学
竞赛活动。 曾获长春市中学教师教
育教学岗位练功竞赛最佳奖、 吉林
省首届高中历史教学新秀称号。
2007年， 在全国高中历史课堂教学

竞赛中荣获二等奖。2004年，被评为
吉林省历史学科带头人。 2013年被
评为东三省历史学科带头人。 2018
年被评为正高级教师。
陈艳杰热爱学生， 热爱班主任
工作。 在班主任工作中，她能准确把
握学生成长的规律， 及时了解学生
的思想状态，尊重学生差异，是一位
深受学生爱戴的班主任老师。 她连
续多次被评为优秀班主任。 1997年，
她所带的班级被评为长春市优秀班
集体， 她本人被评为长春市优秀班
集体指导教师。 2003年被学校授予
班主任标兵称号。 2004年被东北师
范大学评为“教书育人标兵”。 2017
年获学校颁发的陶然人师奖。

长春净月高新区便民服务
“不打烊”
“7天×24小时”
自助服务区全面启用
在长春净月高新区政务服务中
心，市民李女士在入口的自助设备前
经过短短数分钟的等待，便顺利领取
到了居住证明并由衷的赞叹。 近日，
不少到净月高新区办事儿的市民都
发现在大厅入口处增加了很多新的
设备，这是净月高新区继“中午不间
断服务”、
“
重大项目全程领办代办”、
“
走进企业-上门服务”等一系列便民
利企举措后，在长春市率先建成的
“
7
天×24小时”自助服务区。
自助政务服务区的启用， 将原
有的固定模式打破， 填补了办公时

间外的服务盲点， 在非工作时间和
节假日期间， 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一
条方便、快捷的办事渠道，切实感受
到改革红利，打造最佳的营商环境。
自助服务区设有办税终端设备，纳
税人可以在自助办税服务机上完成
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的发售、发票验旧等业务，拓展了服
务深度和广度， 给纳税人和税务部
门窗口压力带来“双减负”，为纳税
人带来了全新的办税体验的同时实
现了纳税人获得感和税务部门办税
质效“
双提升”。

自助服务区的设立，提升了“马
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的事
项比例，让群众随时随地感受到便利
的服务。 可办理一孩生育服务证、初
次劳动用工备案、 食品经营许可证
（新办）、核发老年优待证等27个部门
的429个法人事项和159个自然人事
项。 净月高新区重点打造区级
“
7天×
24小时”自助服务区，作为试点对外
运行，待运行良好后，将在区属的10
个镇街公共服务中心推广这种
“
政务
服务+自助终端”的新型服务模式。

东亚经贸新闻记者 崔雪松

租 综合出兑 声明公告 声明公告 声明公告 声明公告

黑水 路 东 二 条 房 产
出租电话：17004300159

回

东亚经贸新闻记者 周东魁 实
习生 张宇轩

省消协发布“中秋”
“国庆”消费提示

本报讯

交
房
公
告

出

半小时。 较目前时间缩短近一半，将
极大提升周边地区交通出行条件，
为当地民众出行提供更加方便、快
捷、安全的交通出行服务。

陈艳杰：
构建
“有生命的历史课堂”

5、夫妻双方共同购买房屋的，需要携带结婚证原件
尊敬的天茂湖业主：
您好！非常荣幸的通知您，您购买的天茂湖峯璟小镇 及复印件 1份；
一期已经具备交房条件，我公司将于 2019年 9月 21日 6、入住通知书原件。为保护您的业主权益，应由您
019年 9月 30日集中办理交房手续，具体安排如下： 即购房业主本人亲自到场办理交房验收手续，除夫妻关
天 至 2一、
系之外的其他人不得代为办理相关交房手续。您的丈夫
交房时间
茂
或妻子代您办理交房手续时，应携带结婚证原件及购房
交房手续办理时间
交房范围
湖
H12、H13、H14 2019年 9月 21日 -9月 24日 业主的身份证原件。
峯
四、需要缴纳费用：您办理交房验收手续的时候，需要
H
1
5
、
H27、H30、H31、H322019年 9月 25日 -9月 27日 预先缴纳物业服务费、
璟
采暖费、建筑垃圾清运费、生活垃
H
1
6
、
H
1
7
、
H
2
8
、
H
2
9
2
0
1
9年
9月
2
8日
9月
3
0日
小
圾处理费、水电费等，现金、刷卡均可，不可使用信用卡。
镇
我们诚挚的提醒您详细阅读《入伙通知书》，如有其他
二、交房地点：天茂湖峯璟小镇物业服务中心。
一
情况需要咨询，请您联系您的置业顾问或拨打以下电话：
三、办理交房手续所需携带的资料
期
1、商品房买卖合同、按揭贷款合同及购房的收款票 营销中心咨询电话：0431-89236666
︱ 据原件和上述资料复印件各
1份；
87028809
峯璟小镇物业服务中心咨询电话：04312、业主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份；
最后，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公司的大力支持和理
3、家庭成员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份；
解，衷心恭祝您吉日迁居、万事如意！
4、业主及家庭成员 1寸免冠照片各 2张；
吉林天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1日
︵
中经国际招标集团有限公司受交通银行股份有
日上午
9:00时至 11:00时，下午 13:00时至 16:00时
资 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的委托，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间，
下同)，持报名资料到中经国际招标集团有
格 吉林分行技防设施升级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邀请合 限公司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售价 1000元 /
后 格的投标人前来投标。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应是 套，过期不售，售后不退。其他内容详见中国采购与招
审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营业 标网、中国财经报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
招 范围包含本项目相关内容），公司近半年社会保障资 招标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
标 金缴纳记录及依法缴纳税收的完税证明；近三年财务 招标代理机构：中经国际招标集团有限公司
编 状况良好，不亏损；近三年有类似项目业绩一项及以 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浦东路与深圳街交汇虹
号 上。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年 9月 12日至 湾国际 A座 15楼
2019年 9月 19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 联系人：李博 0431-80668171
声明：任伟 610430198304242034 购买恒利七彩阳光A区16栋一单元201号房，现物业维修基金收据丢失，声明作废！

招
标
公
告

进入最后的冲刺收尾阶段， 将于本
月底竣工通车。
榆松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
结束榆树市没有高速公路， 吉林省
北部缺少横贯大动脉的历史。 从榆
树至松原将由3个多小时缩短为1个

东亚经贸新闻记者 崔雪松

品月饼
鼎丰真献礼中秋佳节
9月13日就是中秋节了，
每提及中秋， 那象征一轮明
月、全家团圆的月饼，都牵动
着中国人的心。 传统的手工月
饼，每一道花纹都印刻着往事
的痕迹，饱含着情怀。
为迎接中秋佳节的到来，
长春市鼎丰真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于9月7日组织了非物质
文化遗 产——
—鼎 丰 真 糕 点 制
作技艺系列传承中秋主题活
动。
活动当天一早，长春市鼎
丰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工
作人员将制作月饼模具、盘
子、面粉、馅料等工具和材料
准备妥当。 参加活动的30组家
庭也到达现场，甜甜的香气洋
溢，刺激着每一个人的味蕾。
主持人为大家介绍了中秋节的起
源、月饼的美好寓意，以及有着近百年
的企业发展史的中华老字号食品企业
鼎丰真， 也邀请现场的小朋友与家长
一起动手制作爱国主题手工月饼、颂
诗词、吃糖人、制作主题纽扣手工画等
活动。
现场被布置成了温馨的乐园，充
满着欢乐团圆的气息， 指导老师一边

作为吉林省榆树市的第一条高
速公路，榆树至松原高速公路（以下
简称榆松高速）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
来，项目建设进展一直备受关注。 9
月10日， 记者走进榆松高速公路施
工现场了解到， 该路的施工建设已

年底我省生猪饲养量将达2010万头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双阳区统计局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
“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为不断提
高双阳区统计局全体工作人员对消防
安全工作的认识， 进一步掌握消防安
全知识以及消防灭火器材的使用方
法，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增强自救互救
能力，9月10日，吉林省宏宇消防宣传
教育中心的田宝龙教官来到双阳区统
计局， 为该单位的领导及员工上了一
堂内容丰富、 案例鲜活的消防安全宣
传教育培训课。
在此次培训中， 田教官以图文并
茂、新闻报道、故事分析、现场说法的
方式， 播放讲解了近年发生的多起重

榆树至松原将由3个多小时缩短为1个半小时

收

声 明

李星辰不慎将 2019年 9月 8日
宝裕·悦兰湾认筹协议书和收据
丢失，协议号0000117，五万元和
一万五千元收据号为 0306050
和 0231673，特此声明作废。

赵炳辉将身份证丢失，证号：
220381200202031414，声明作废

张 晓 野 240971存 档
手册丢失声明作废

天天 信 息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
司认缴注册资本从 1000万元减
0431
吉林省中智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吉林省博奥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将
至 50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
法人章（刘菲）2201031049888、 公章编码2201032257966、法人章韩
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公 章 2201031048582丢 失 作 废 国帅2201032254576遗失，声明作废 请准备相关广告证件，拨打电话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 二道区新安物资销处营业执照
《天天信息》 是为信息供求双方提供便利 特别提示：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22 本栏目只提供信息发布服务，不作为承担法律依据双方 的平台。
请双方认真查验相关证件和手续的真 正文：6号准圆字体 14字内为 1条
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 105MA157NF696丢失声明作废 交 易 前 核 实 身 份 ，请 勿 交 纳 任 何 费 用,后果自负 实性、时效性。所有信息均不作为您签定合同
标题大字：小 4号字大黑体 8字内按二条正文计费
或交易的法律依据，如有问题，本报概不负责。 标题特大字：小 2号字大黑体 4字内按三条正文计费
没有提出要求。

81916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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