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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九台区城子街街道义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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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
经九台区政府批准，同意以挂牌方式出让

义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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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05030；界址：义合小学旧

址以东、村路以南、水泥路以西，义合村卫生室
以北；规划用途：仓储用地；面积5572平方米；
容积率大于或等于0.7；出让年限50年；竞买保
证金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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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7日至2022年8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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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至2022
年8月24日到九台区城子街街道办事处义合

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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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街街道办事处

义合村村民委员会将在2022年8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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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9时至2022
年8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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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

遗失声明
● 杨 鑫 桐 将 证 书 编 号 ：

201322000184的护士资格证遗失，
特此声明。

● 姜 占 凤 将 权 利 证 号
1401156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声明
作废。

●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天乙电
脑 服 务 部 将 核 准 号 为
J2434001323801，开户银行为公主
岭华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开户许可证遗失，声明作废。

●吉林省吉商传媒有限公司
将 法 人 章（钟 宪 方 ，编 号 ：
2201021307454）遗失，声明作废。

● 华 景 友（身 份 证 号 为
22011119560426361X）将与长春华
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1
年3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编号：
BB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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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平方米）遗
失，声明作废。

● 王 英 慧（身 份 证 号 ：

220402195109152218）将与长春海
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12
月7日签订的中海?寰宇天下56地
块二期第MG3幢0单元707号房
0000000001384485号商品房买卖
合同一式三份中的一份（剩余的二
份有效）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清算公告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长春宇光

工作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10124500179XW），2022年7
月26日决定解散公司，并于同日
成立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办理相关手
续。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春市人
民大街103号，联系人：任芯漪，联
系电话：17611521109。

长春新区人民法院公告
蓝科恒业医疗科技（长春）有限
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陈婷婷与被告
蓝科恒业医疗科技（长春）有限公
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吉0193民初553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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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长春市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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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新区人民法院公告

蓝科恒业医疗科技（长春）有限
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双双与被告
蓝科恒业医疗科技（长春）有限公
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吉0193民初554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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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长春市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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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新区人民法院公告
蓝科恒业医疗科技（长春）有限
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惠与被告蓝
科恒业医疗科技（长春）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吉0193民初555号
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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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长春市中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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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新区人民法院公告

全永峰：
本院受理原告高广智诉你建

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吉0193民初862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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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民事
审判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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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帝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定于

2022年8月15日9时，在长春高新
区融创上城商业广场117室召开
股东会现场会议，因故无法出席会
议的股东可委派代理人参加。会议
召集人：赵辉宇。

吉林帝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7日

扫码办理《长春日报》广告业务
电 话：
17386867666
0431-85649912

光大银行承销发行宁夏首单乡村振兴票据
7月15日，光大银行承销发行3亿元宁夏农垦集团有

限公司2022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专项乡村振兴）。本
项目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单乡村振兴票据。

宁夏农垦集团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国资委全资公司，是
宁夏大型的现代农业企业，肩负着保障宁夏农副产品供
给、引领示范现代农业等重要职能。

了解到宁夏农垦集团融资需求后，光大银行立即开展
调查，明确本项目募集资金全部用于企业奶牛养殖饲料采
购，高效完成该笔专项乡村振兴票据发行工作，对宁夏农
副产品供给、销售和现代化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据悉，光大银行2022年已承销发行“22渝医药SCP001
（乡村振兴）”“22新中泰MTN001（乡村振兴）”等多笔乡村
振兴债券，切实为粮食生产保供、乡村现代化农业建设提
供金融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到
河南考察、在2019 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河
南代表团审议，寄予河南“在中部地区崛起
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
丽篇章”的殷切期望。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
引的方向，河南抓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
机遇，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把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
地，在新征程上不断展现新作为新气象。

稳步提升粮食产能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近日公布一则

喜讯：今年河南夏粮总产量762.61亿斤，单
产 447.25 公斤／亩，总产量和单产再创新
高，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均继续保持全国第
一。其中，小麦总产量762.54亿斤，同比增
长0.3％。

“今年全省二等及以上小麦占比达
95％以上，其中一等小麦达到76.3％，是近
10年来占比较高的年份。”河南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副局长徐富勇说。

南阳市唐河县种粮大户赵建成流转、托
管土地1100多亩。“扣除成本，今年每亩小
麦能挣700多元。”赵建成说，种粮大有希
望，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扎根农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全国两会期间
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河南作为农业
大省，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对全国影响举足
轻重。要发挥好粮食生产这个优势，立足打
造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推动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稳步提升粮食产能，在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新担当新作为。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河南高度
重视粮食生产，持续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河南2012 年率先在全国开展大规模高
标准农田建设，目前已累计建成 7580 万
亩，全省耕地质量等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加强农业技术攻关，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超过 97％，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水平达到 86％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达64.1％。

在稳定小麦生产的基础上，2016 年以
来，河南以豫北、豫中东强筋小麦种植区和
豫南弱筋小麦种植区为重点，引导农民规模
连片发展强筋、弱筋小麦。6年时间，河南
优质专用小麦由600万亩发展到1628万亩，
占全省小麦面积的19％。

数据显示，2021 年河南粮食总产量为
1308.84亿斤，连续多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
上。河南不仅解决了自身 1 亿人的吃饭问

题，每年还调出原粮及制成品 600 亿斤左
右。

创新发展高端制造
盾构机工艺复杂，长期以来仅有少数发

达国家掌握制备技术。从2008 年研发制造
出我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土
压平衡盾构机，到接连推出国内最大直径硬
岩盾构机、世界超大断面矩形盾构机、世界
首台马蹄形盾构机……近年来，位于郑州的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在盾构机领
域刷出新高度，品牌叫响海内外。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铁工程装
备集团有限公司时要求，“推动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河南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深入
实施制造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
品”战略，支持制造业“头雁”企业、单项
冠军企业整合国内外优质品牌资源，支持具
备条件的地方建设商标品牌示范基地，培育
品牌产业集群。现今，全省已初步形成装备
制造、现代食品2个万亿级及19个千亿级产
业集群，宇通客车等一批“老字号”品牌擦
得越来越亮，民权制冷等越来越多的新品牌
迅速崛起。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时指
出，“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

“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
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

走进平煤神马集团的尼龙产品展厅，映
入眼帘的除了各种化工原料，还有飞机轮
胎、高档汽车轮胎、高铁轨距挡板等。作为
传统能源化工国企，该集团近年来持续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打通了从煤焦到尼龙化工、
碳材料、硅材料和氢能等多条煤基产业链。

“我们构建起煤焦、尼龙和新能源新材
料三大核心产业体系，正着力打造千亿级尼
龙产业，非煤产业收入已占全集团 80％左
右。”平煤神马集团董事长李毛说。

河南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
才强省战略，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
新兴产业、谋篇布局未来产业，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研发投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全省高
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 8300
多家、15100多家。数据显示，河南2021年
全社会研发投入突破千亿元，技术合同成交
额超过600亿元。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河南近年来成功研发出全球采高最高液

压支架、国内首款无人驾驶纯电动拖拉机等
产品，在高铁轴承、光互连芯片等关键核心
技术取得新突破，一批重大创新成果正引领
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21年，河南
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从1.54万亿元增长到
1.8万亿元，总量稳居全国第五、中西部第
一。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河南虽然不沿边、不靠海，但近年来抓

住“一带一路”建设契机，在开放通道、开
放平台、开放环境等方面狠下功夫，对外开
放呈现新面貌。

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加快对外开放提出
要求：“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打
造内陆开放高地”“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
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多作贡献。”

7月18日，75175次班列满载1200吨货
物，从郑州圃田站驶往塔什干，中欧班列
（郑州）迎来开通9周年。9年来，中欧班列
（郑州） 时速从80公里提升到120公里，形
成“7个口岸出入境、16条线路直达”的线
路网络，业务覆盖 30 多个国家 130 多个城
市，累计开行突破6000列。

“班列既给内地老百姓带来丰富的进口
商品，也让河南制造的更多产品卖到国
外。”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车
务段圃田站站长杨华说。

近年来，河南打造对外开放大通道，重
点推动陆上、空中、网上丝绸之路建设，积

极对接海上丝绸之路。河南省商务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全省四条丝绸之路建设成效明
显，郑州机场货邮吞吐量已连续两年跻身全
球货运机场前40强，跨境电商在全国首创
1210 网购保税备货进口模式，2021 年全省
铁海联运班列开行达11.2万标箱。

口岸是对外开放的门户，如今河南已经
建成3个国家一类口岸、9个功能性口岸、6
个海关指定监管场地、5个综合保税区、4
个保税物流中心，成为功能性口岸数量最
多、功能最全的内陆省份。

河南自贸试验区创新建设政务、监管、
金融、法律、多式联运等五大服务体系，优
化开放环境，累计形成470多项改革创新成
果，商事制度改革、跨境电商、多式联运等
领域制度创新成果斐然。

郑州中原新丝路国际多式联运公司董事
长栗亚冰说，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推行
的RCEP企业服务等措施，为企业提供原产
地证书签发、协定关税查询等涉外综合服
务，大大促进了企业的对外贸易发展。

据郑州海关统计，河南进出口总值
2012年是517.5亿美元，2021年达1271亿美
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从 2012 年
起，河南进出口总值已连续10年居中部省
份第一位，并于2020年跻身全国十强。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河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上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大力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
局面，在埋头苦干中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
彩的绚丽篇章。（新华社郑州7月25日电）

河南：抓机遇崛起开新局 埋头干发展更出彩

“某地发现不明空情！目标高度是……”
在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内，一条条
战场信息纷至沓来。

“建议对目标进行持续跟踪、起飞查
证！”某保障队高级工程师袁伟对参数进行
精确分析、判断和评估，向指挥前台提出建
议。10分钟后，战区部队成功处置目标。

类似这样的演练，对袁伟来说已是家常
便饭。每年的重大演训任务，他从未缺席。
从原第二炮兵某团装检站的一名助理工程师
成长为“科学大脑”，袁伟的加倍付出有目
共睹。

2016 年，中部战区成立。袁伟被选调
到战区某保障队从事作战研究，但当时主攻

导弹技术的他对联合作战领域并不了解。
“要打破在专业领域的空白，不能等不能
靠，必须实打实地干起来。”袁伟说。

袁伟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始终扑在一
线，白天当业务员，和机关部队对接军事需
求、研究作战问题；晚上又当程序员，在电
脑前查阅资料、设计算法、建立模型，经常
敲代码到深夜。

“在智能化高速发展的现代战场，联合
作战指挥不应仅凭知识和经验简单推理，而
是要利用智能化设备和计算机模型等分析复
杂战争。”袁伟说。

为适应未来战场新要求，袁伟立足任务
需求，对各类系统软件进行升级改造；自研
10 余套小型软件系统，紧盯新质作战领域
前沿攻坚克难，始终着眼保障联合作战领域
进行创新。

“来自各军种部队的当日值班报告和各

类数据，以前要耗费两个小时汇总。”联合参
谋部参谋李飞说，“自从用上袁伟研发的数据
提报审核系统后，只需要点点鼠标就能完成
汇总，同时信息处理的精确度也提高了。”

通过一套科学系统，袁伟顺利解决数据
汇总耗时长、质量不高、难以保障作战需求
的“老大难”问题，为联合作战提供了强有
力的科学支撑。

“实现能力提升没有捷径可走，只有
‘沉下来’，逐个系统进行研究，逐项数据进
行分析，科学规划能力才能‘提上去’。”袁
伟说。除了专业技能，他还注重科学理论的
学习，利用课余时间自学运筹学、博弈论以
及新兴的人工智能理论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伟的成绩单非常亮
眼——连续3年获得全军军事建模竞赛特等
奖；组织编写任务规划教材12套；申请立
项17个任务规划科研课题……

“要时刻谨记自己战斗员的身份，不管
多新多难的课题，只要对保障打赢能力有
益，就一定要攻破。”面对不断更新的联合
作战任务，袁伟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面
貌。

一次战区组织的演练任务中，急需一套
相关系统。“任务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
向。”袁伟说。

他带领团队从零开始，争分夺秒展开攻
关。各军兵种的书籍资料堆在办公桌上，对
相关软件的调试一次次推翻重来……那段时
间，袁伟总是步履匆匆。

半年的时间，袁伟带领团队赴10余家
科研机构对接军事需求，配套改造相关系统
10余套，最终圆满完成了战区赋予的任务。

6 年间，袁伟紧跟战区的发展不断进
步，一心扑在作战指挥研究上，数次参加大
项军事演练，研发的各类软件先后在多个单
位得到推广应用，为20余次行动提供了支
撑保障。

“身处离指挥团队最近的保障位置，我
深知责任重大，因此要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
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不断增强精算深算细算
能力，为打造坚强高效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
机构提供有力支撑。”袁伟说。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做联合作战规划的“科学大脑”
——记中部战区某保障队高级工程师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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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的员工在查看尼龙丝道。（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我国将加快推进农
村“生活服务圈”建设，推进邮政、电信等公共事业
服务进村入户，同时加快推进入户道路建设，扎实推
进农村厕所革命，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不断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服务。这是记者26日从民政部第
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据了解，近日，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6个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健全完善村级综合服务功能的意见》。

我国将加快推进
农村“生活服务圈”建设

（上接1版）
“4”即4圈保障。深谙“只有党员沉下去，成为群众

身边人，问题才能浮上来，才能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解难事”的道理，万通A区组建起“朋友圈”“同心圈”

“生活圈”“活动圈”，织密幸福体系，使小区真正触摸服
务群众的“神经末梢”。

两个平台：实现应急响应“一键启动”

一手抓网格管理，一手抓党群服务，激活了万通A
区应急响应“一键启动”的“双驱”动能。

记者注意到，小区建立的网格管理平台探索出以
“社区党组织—网格AB岗—楼栋长—单元长—志愿
者—居民群众”的“六纵一横”网格化治理体系。“平时会
有包保干部、‘三长’、管片民警等定期通过敲门行动、入
户排查、电话询访等了解居民情况、矛盾纠纷、困难问
题，确保急事不出单元、小事不出楼栋、大事不出社区，
受益人群达560余人。”万通A区的一位网格长如是说。

与此同时，党群服务平台也在助力资源服务“一体
送达”。通过与驻街单位、非公企业、社会组织“联动联
用”，“幸福小区”党群服务站等活动阵地得以升级。“小
区设有法律咨询工作室、图书阅览室、妇女之家、儿童之
家等，为大家提供心理咨询、阅读、免费饮水、儿童托管
等服务，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居民常女
士说。目前，该平台已帮扶困难群众32人次、认领“微心
愿”144个、完成事项代办等便民服务13件。

三支队伍：融合各方力量“做实保障”

想要提升小区幸福度，关键在于融合。为此，万通A
区率先打通行业壁垒，成立志愿服务队、党员突击队、专
业应急队，以“三融”模式“做实保障”。

提起万通A区的“五朵金花”志愿服务队，小区居民
纷纷点赞。“所谓‘五朵金花’，是指‘金钥匙助力成长’

‘金点子法律援助’‘金刚钻便民服务’‘金麦穗扶贫助
困’‘金嗓子文艺宣传’五个服务项目，可为居民提供消
防安全、纠纷调解、物业管理、法律咨询、助学助教等服
务。”服务队负责人介绍说。与此同时，由72名社区工作
人员、下沉干部、在职党员组成的党员突击队，以及由专
业团队、培训机构组成的专业应急队，也在常态化开展
居民信息排查、代办便民服务、演练实操培训等服务。

四种转变：破解小区治理“幸福密码”

“我们现在都在争当‘八好’示范楼栋，大家主动参
与到小区治理中，种种转变让小区步入良性发展之路。”
宋大爷一番话，道出了万通A区居民的心声。

今年以来，万通A区紧紧围绕“幸福小区”的“八好”创
建标准，根据各楼栋不同优势、支部组建特点、党员构成差
异，打造特色各异的“八好”示范楼栋。“邻里同协作、平安
促和谐”睦邻文化厨艺展增进邻里感情；“为邻居做一件好
事”活动，使互助互爱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用居民
们的话说：“如今一说起社区治理，那可是‘栋’力十足。”

这种转变无处不在——通过畅通指令流转渠道，万通
A区实现由“层级调度”向“扁平指挥”转变；调整细化网格
管控，实现由“动态巡防”向“定位布防”转变；调整优化服务
模式，实现由“被动应对”向“主动服务”转变；在加强社情分
析研判基础上，实现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警”转变。

小网格推动大治理！如今的万通A区治理有力度、
服务有热度、幸福有温度，成了名副其实的“幸福小区”
创建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