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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根据长春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我局按照相

关法定程序，拟对该单位建设的长春市二道区“城建?世纪佳园”
小区A地块二期工程规划调整许可前公示。现场公告牌位于该
地块东侧，网上公示地址为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http://
gzj.changchun.gov.cn/），项目周边利害相关人如有意见、建议，
请按现场公告牌或网上公示提供的方式向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二道分局反馈。

反馈意见电话：80767068。
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二道分局

2022年3月3日

长春市九台区九郊街道唐家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九集经建告字【2022】3号
经九台区政府批准，同意以挂牌方式出让

唐家村一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地块情况如下：
宗地编号：2021003214；界址：耕地以东、

长吉北线以南、林带以西，村路与林带交汇处
以北;规划用途：工业用地；面积18214平方米；
容积率大于或等于0.7；出让年限50年；竞买保
证金100万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除法律另有规定
者外，均可参加竞买。

三、本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2年3月4
日至2022年3月31日到长春市九台区自然资
源局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2年3月24日至2022
年3月31日到九台区九郊街道办事处唐家村

民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
九台区自然资源局与九郊街道办事处唐

家村民委员会将在2022年4月1日11时前确
认其竞买资格。

六、挂牌地点为九台区自然资源局五楼会
议室，挂牌时间为2022年3月24日9时至2022
年4月2日9时（节假日照常挂牌）。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

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
竞得人。

（二）出让人组织有意竞买者对挂牌宗地
进行现场踏查。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长春市九台区自然资源局
联 系 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5948102288

长春市九台区自然资源局
2022年3月4日

扫码办理
《长春日报》广告业务

电 话：
17386867666
0431-85649912

遗失声明
●李建军将吉林省延房

置业集团有限公司鑫元分公
司 开 具 的 文 庭 雅 苑 小 区
5.7.9.53号 楼 5门 109室
NO.0006403号物业维修基金
收 据（金 额 ：15234元）、
NO.0006402号房款收据（金
额：280301元）遗失，声明作
废。

●李建军将与吉林省延

房置业集团有限公司鑫元分
公司2019年3月27日签订的
文庭雅苑小区5.7.9.53号楼5
门109室合同编号：ZZ05-109
号文庭雅苑房屋认购书一式
三份中的一份（剩余的二份有
效）遗失，声明作废。

● 周 锋（身 份 证 号 为
220103197404044112）将与长
春华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2011年10月14日签订的
宽城区小南街，东起京哈铁

路、西至小南街-丙九街以东、
南起北环城路、北至丙十三
路，协议书编号：BB33号棚户
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式
四份中的一份（剩余的三份有
效，建筑面积为35.51平方米）
遗失，声明作废。

●张伟明（身份证号：
232303198210080018）将绿地
集团长春绿洋置业有限公司
开具的 0058245号首付收据
（金额：713008元）、0024586号

首付收据（金额：704161元）、
0058372号部分款项收据（金
额：8847元）遗失，声明作废。

●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润含海鲜行将许可证编
号：JY12201090240787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遗失，声明作
废。

●管莉于2011年9月11
时购买隆都世界湾 T4号楼
301室，因个人原因将购房协
议（协议号：164）、收款收据
（收据号：3870653）一并遗失，
声明作废。

●长春市洪羲物流有限
责 任 公 司 将 核 准 号 为
J2410031994602号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春汽车经济技
术开发区支行的银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为 157238805539）
遗失，声明作废。

●王娇将吉林警察学院
学号：2001040119的学生证遗
失，声明作废。

●刘丽红将吉（2019）长
春市不动产权第0943832号不
动产权证遗失，声明作废。

● 顾 才 将 权 利 证 号
30618704号房屋所有权证遗
失，声明作废。

●长春市宽城区万龙银
河城30期万龙振翔十五峯1
区13栋2单元K904号房屋分
配证（所有权人：周建军，身份
证号：220103196507290231，面
积：65.34平方米）遗失，声明
作废。

●朝阳区杨叔鸡汤米线
店 将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2201040353904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丙方：陈媛媛与甲方：
吉林省首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乙方：东北师范大学附
属实验学校于2015年11月13
日签订的学位资格协议一式
三份，陈媛媛将所执原件一份

遗失，声明作废，剩余的二份
有效。

减资公告
吉林省易时代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20102MA143FYJ1J，法定代
表人：曹中林），经股东（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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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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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星辰，
联系电话;13366890001，联系
地址：长春市高新开发区博才
路与学苑街交汇栖乐荟11号
楼18层1814。

特此公告
吉林省易时代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日

长春新区人民法院公告
吉林省云上出行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于贵博、肖千琼、王安
德龙：

本院受理原告长春科技
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诉你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吉 0193民初
4892号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并定于2022年4月19日上
午8时30分在本院（地址：长
春北湖科技开发区光机路
4641号）第九法庭开庭审理本
案，届时未准时到庭的，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新区人民法院

长春新区人民法院公告
中鹿投资有限公司：

本院对原告王资筌诉被

告中鹿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
0193民初5421号民事判决书，
你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
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长春新区人民法院

公 告
谭立建，因你无故长期旷

工，现公司依据相关规定，决
定与你解除劳动关系，请你于
30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公司将按相关法规处理。

特此公告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

公司
2022年2月25日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国务院新闻
办3日发表《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和
权利保障》白皮书。

白皮书介绍，残疾人体育是残疾人增
强体质、康复身心、参与社会、实现全面
发展的有效途径；是人们认识残疾人潜能
与价值、促进社会和谐共进的独特渠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伴随
着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残疾人体育不断发
展壮大，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
代潮流的残疾人体育发展之路。中共十八

大以来，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

白皮书指出，中国将残疾人康复健身体
育作为实施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体育强国
等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残疾人群众性
体育活动广泛开展，全国性残疾人体育活动
风生水起，残疾人大众冰雪运动蓬勃发展，
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服务不断改善。

白皮书强调，我国残疾人竞技体育水
平不断提高，残疾人参与体育赛事日益增
多。中国为世界残疾人体育运动作出贡
献。中国全面参与国际残疾人体育事务，
不断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残疾人组织交

流合作，增进各国人民包括残疾人之间的
友谊。

白皮书还指出，残疾人体育是中国人
权事业发展进步的生动写照，弘扬了全人
类共同价值，促
进了各国人民的
交往、了解和友
谊，为构建公平
公正合理包容的
全球人权治理秩
序、维护世界和
平发展贡献了中
国智慧。

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国新办发表《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和权利保障》白皮书

“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
造福是最大政绩。”在2022年春
季学期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
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
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年轻干部提
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明确
要求，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解决好
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
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在新
发展阶段更加突出实践实干实
效，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
历史检验的实绩，具有重大指导
意义。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
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只有党性坚强、摒
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
出偏差。”党性是党员干部立
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
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
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
阔、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
系人民、心系国家，自觉坚持党
性原则。我们党除了人民利益之
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
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
我们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给人民
办事的，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
绩，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不
断为民造福的历史。我们谋划推
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
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
到群众心坎上。

我们党把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
绩的重要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什么是好
事实事，要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
不能简单化、片面化。”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
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
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
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
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对党
员干部来说，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
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
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
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
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恶恶之”，才能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过去一百年，党
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的赶考之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坚
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新形
势下发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要清醒认识到，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
真出业绩、出真业绩。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员干部
一定要真抓实干，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善作善
成，坚决杜绝口号式、表态式、包装式落实的做法。
对当务之急，要立说立行、紧抓快办，不能慢慢吞
吞、拖拖拉拉。对长期任务，要保持战略定力和耐
心，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滴水穿石，久久为功。要
强化精准思维，做到谋划时统揽大局、操作中细致精
当，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有功成不必
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有真抓
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一
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才能把美
好蓝图变为现实。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
为人民幸福而奋斗。心中装着百姓，手中握有真理，
脚踏人间正道，我们信心十足、力量十足。新征程
上，悟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
政绩观，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造福
人民作为最根本的职责，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我们就一定能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创造新
的更大奇迹。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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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阅读白皮书全文

据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近日，中宣
部命名第七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
学雷锋标兵，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雷锋精神的重要指
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推动岗位学雷锋
活动常态化，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的
光芒。

此次命名的第七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
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各 50 个，都是来自企
业、农村、机关、学校、社区、医院等基层
一线的单位和个人，覆盖了各行各业、各个
领域、各条战线。他们爱岗敬业、积极进
取，自觉践行雷锋精神，在平凡的工作岗位
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和贡献，以实际行动书
写了新时代的雷锋故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生动践行者，在弘扬新风正气、推动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方面发挥了良好的示范
带动作用。

中宣部命名第七批全国学雷锋
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

（上接1版） 将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加速
先进诊疗手段引进，做好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动
态调整，探索建立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行政检查
规范；将加强信息化建设，强化“互联网+医
保服务”各类平台功能拓展开发；将进一步加
大医保电子凭证宣传力度，推进医保电子凭证
使用向基层延伸；将推行“跨省通办”，持续
做好基本医保关系转移接续跨省通办工作，今
年年底前实现生育保险待遇核定与支付事项跨
省通办。

此外，长春医保还将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医
保政府补助标准，继续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
险和救助制度；将拓展医保业务线下自助服务
渠道，研发医保业务自助经办一体机，增设自
助服务点，实现“就近办”；拓展长春医保个
人 App 功能，优化“掌上办”；推进“互联
网+医保审批”，开展异地就医等特定人群线
上审批，做好“智慧办”。

历史会镌刻这一笔，世界会铭记这一
刻。今夜，在中国国家体育场，五星红
旗、残奥会会旗升起，凝聚团结、友谊、
进步的主火炬点燃。

这是举世瞩目的冬残奥之约。来自五
洲四海的残疾人运动员怀着光荣和梦想，
用努力拼搏、奋勇争先诠释“勇气、决
心、激励、平等”的残奥价值观。

这是象征人类文明进步的盛大节日。
“精神寓于运动”的残奥理念与“平等、参
与、共享”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理念相
融相汇，激励人们共享体育运动带来的激
情与欢乐，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习近平总书记
郑重宣示：“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我们言必

信、行必果，向世界奉献了一届非凡卓越
的北京冬奥会，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
页。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北京冬残奥
会一样办好，奏响“一起向未来”的华彩
乐章。

从1976年第一届冬残奥会在瑞典举办
以来，冬残奥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
残疾人运动员展示竞技水平和精神风貌的
平台，演绎生命价值和人生精彩的舞台。
今天，残奥价值观与理念不仅进一步激发
残疾人参与体育、健身康复、享受快乐，
而且推动人道主义精神进一步弘扬和发
展，为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
贡献。

运动点燃希望，拼搏成就梦想。北京
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张开热情的怀
抱，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友新朋。这是
全世界残疾人运动员的盛会，将展示自
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写下欢
乐、友谊、梦想、成功的故事；这是全世
界残疾人的盛会，将唤起人们对残疾人更

多理解、尊重与关爱，促进残疾人事业进
一步发展；这是全世界人民的盛会，将增
进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谱写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

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也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残疾
人体育事业是展现精神与品格、凝聚信
心与力量、充满关爱与希望的事业。我
们相信，以北京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为
标志，世界残奥运动一定能吸引更多的
残疾人了解和参加体育运动，提高身体
素质，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一定能把
和平、友谊、关爱的种子播撒在更多人
的心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广大残疾人安
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幸福美好的生
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
重要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
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
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残疾人

意愿，保障残疾人权利，注重残疾人的社
会参与，推动残疾人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享有者。特别是北
京冬残奥会的筹办，带动场地设施、赛事
运行、服务保障等各环节不断优化升级，
进一步推动“无障碍”理念融入城市发
展，更好保障残疾人在体育、康复、文
化、教育、就业等各方面的权益，成为中
国残疾人事业快速发展的生动写照。以北
京冬残奥会为新起点，中国将进一步推动
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残疾人全面
发展和共同富裕，一如既往推动国际残疾
人事业共同发展。

今夜，北京拥抱世界，世界瞩望中
国。赛场上，用拼搏点亮人生；赛场外，
将奋斗写进历史。实践将又一次证明，在
奥林匹克旗帜下，残疾人同样可以成就自
己的梦想；在奔腾向前的时代洪流中，残
疾人同样可以奏响生命的强音。

让我们携手共奋进，让我们一起向未
来！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携手共奋进，一起向未来
——热烈祝贺第十三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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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山东
省青岛市即墨区
龙山中心幼儿园
的孩子们在诵读
民谣。农历二月
初二到来之际，
各地举办丰富多
彩的民俗活动迎
接“二月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