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长春中吉皮肤病医院公

章丢失，声明作废。

●长春市富美康芦荟养殖

有限公司法人章丢失，法人：许

英，章号：2201990010429，声

明作废。

● 李 永（身 份 证 号 ：

220111197007102016）出租车

上岗证丢失，特此声明。

●吉林省宏浩科贸有限公

司法人章（王昊）丢失，特此声

明。

●国网吉林通榆县供电有

限公司，购买大连立扬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江铃牌

JX1021PSD4型车辆一台，车架

号码：LEFEDFD12EHP75748，

发票号码：00228252，特此声明

发票号码 00228252 发票丢失

作废。

●通化吉利特酒业有限公

司将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正、副本丢失，产品名称：

饮料（果汁及蔬菜汁类）证书

编号 QS220006010094，有效

日期2014年 3月 6日，特此声

明。

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2014年度国有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
养护项目（石头口门水库强排站潜水泵维修养护）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CQXZJF2014-1226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2014年度国有

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石头口门水库强排站潜水泵维修
养护）已由吉林省水利厅以吉水建管[2014]1012号文件批准建设，
资金来源为省级专项补助经费。招标人为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管
理局，招标代理机构为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2014年度国有公益性水利工
程维修养护项目（石头口门水库强排站潜水泵维修养护）。2.2建设
地点：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2.3 招标范围：石头口门水库强排站
潜水泵维修养护28台。2.4 计划工期：2015年2月10日-2015年
4月10日；2.5质量要求：符合合格标准。3.投标人资格要求：3.1 独
立法人资格。3.2注册资金不少于5000万元，近三年同类产品获得
国家或国家行业协会或国家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优质产品奖、具
有高新技术产品认定证书，潜水泵产品获相关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近三年销售1200口径以上的同类设备数量等于或大于15台。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4.招标文件的获取：招标文件将
于2015年1月5日至2015年1月9日（节假日除外）每天上午8时
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3时至16时，投标申请人请携带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授权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及相关证书的原
件与复印件到吉林省政务大厅6楼（长春市贵阳街287号）重庆西
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每套招标文件售
价：1000元人民币，售后不退。5.投标文件的递交：5.1 投标文件递
交的截止时间：2015年1月28日9时00分，地点：吉林省政务大厅
6楼开标室（长春市贵阳街287号）。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
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6.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
招标人不组织踏勘现场和标前预备会。7.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
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省建设信息网、吉林省公共
资源交易信息网、《吉林日报》上同时发布。8.联系方式：招标人：长
春市石头口门水库管理局 联系人：林崇峰 联系电话：
18943982345 招标代理机构：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冬雪 电话：0431-85336921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通化市东昌区金厂镇项目区龙头小流

域水土保持工程已由吉林省水利厅以吉水保[2014]1538号文件批
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国家预算内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招标人为
通化市东昌区龙头小流域黑土地治理工程项目部，招标代理机构
为吉林省中鑫工程建设招投标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项目
名称：通化市东昌区金厂镇项目区龙头小流域水土保持工程；招标
内容：修筑土坎水平梯田，修筑土坎破式梯田，地埂植物带，开挖截
水沟、谷坊、修筑作业路、涵管桥、宣传碑等。计划工期：2015年3
月10日至2015年12月30日；工程质量要求：符合水利水电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标准。3. 投标人资格要求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
须具备：（1）独立法人资格，（2）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
上资质的企业法人单位，（3）近五年内完成过类似工程业绩，（4）良
好的财务状况及商业信誉，（5）信用档案已在吉林省水利厅备案（以
《www.jlssljsxx.com网站》公示为准），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
面具有承担本标段施工能力。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
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按废标处理。4. 招标文件的获
取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1月5日至2015年1月9日
（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8：30时至下午16：00时
（北京时间，下同），到www.jlssljsxx.com网站项目信息公开专栏
自行下载。4.2招标文件成本费为1000元，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
时交纳给招标代理机构。5. 投标文件的递交5.1 投标文件递交的
截止时间为2015年1月28日上午9：00时，地点为通化市政务大
厅四楼会议室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
标人不予受理。5.3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时，未足额交纳招标文
件成本费的，招标人不予受理。6、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
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省建设信息网、《吉林日报》、www.
jlssljsxx.com网站上发布。7. 联系方式

招标人：通化市东昌区龙头小流域黑土地治理工程项目部
电话：0435-36522275 联系人：于洋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中鑫工程建设招投标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431-89235507 联系人：盛焱焱

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CZZB2014-097

一.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前郭县教师进修学校采购办公桌椅
及平板电脑项目已由前郭县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工作办公
室、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机关事务管理局批准建设，项目业主
为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教师进修学校，建设资金来自财政拨
款，项目出资比例为财政拨款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
行公开招标。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2.1 计划投资：约20万元。
招标内容：铁卷柜、电脑桌、弓型椅、卷柜、会议椅、木质椅、单人位沙
发、茶几、会议桌、1.6米板台、平板电脑；2.2 项目地点为前郭县教
师进修学校；2.3 计划开始日期为2015年1月31日，计划结束日期
为2015年2月28日；2.4 质量要求符合国家质量合格标准。三.
申请人资格要求：3.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组织机构代码证的专业生产厂家或经营单位，产品合格证书，产品
符合国家标准，且具有完善的质量证书。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
体投标。3.3 拒绝列入政府不良行为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
标。四.招标文件的获取：4.1 请申请人于2014年12月26日至
2015年1月4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不休息)，每日上午8时30
分至11时，下午13时30分至16时00分，在 前郭县乌兰大街
1680号（体育场2#楼），报名人必须持单位有效营业执照副本、组
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报名。4.2招标
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五.投标文件的递交：5.1 投标文
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5年1月26日14时
00分，地点为前郭县建设工程交易中心。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
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5.3有效投标人不足
法定个数时，招标人另行组织招标。六.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
公告在前郭县政府采购信息网、《吉林日报》上发布。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教师进修学校 联系人：陈辉
电话：13843801117 招标代理机构： 前郭县建设工程招标造价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前郭县乌兰大街 1680 号 邮编：
138000 联系人：王颖新、吕佳 电话：0438-2830552 传真：
0438-2107242 2014年 12月26日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LTXY-[2014]-135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长岭县龙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长岭
县保卫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已经由吉林省水利厅以吉水技 [2014]
1585号、吉水技 [2014]1586号文件批准建，建设资金为中央资金
及省级配套资金。招标人为长岭县水利局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建设管理处，招标代理机构为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2、工程概
况与招标内容。本工程位于本工程位于长岭县前进乡境内。工程
名称：长岭县保卫水库、龙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内容为：建筑
工程、金属结构及安装工程、临时工程等。计划工期:2015年4月
6日至2015年10月31日。3、投标人资格要求。3.1本次招标要
求投标人须具备：（1）独立法人资格；（2）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
承包贰级以上（含贰级）资质的企业法人单位；项目经理必须具有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贰级以上（含贰级）注册建造师资格，技术负责
人必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3）投标人在近五
年内完成过类似工程；（4）良好的财务状况及商业信誉；（5）信用档
案已在吉林省水利厅备案（以www.jlssljsxx.com公示为准），并
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工程施工能力。3.2本次招
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4、招标文件的获取。4.1凡有意参加投标
者，请于2015年1月5日至2015年1月9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
假日除外），每天上午8：30分至下午16:00时（北京时间，下同），
在www.jlssljsxx.com项目信息公开专栏自行下载。4.2招标文
件成本费为1000元，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时交纳给招标代理机
构。5、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
间，下同）为2015年1月28日上午 09：00时，地点为松原市水利
局五楼。6. 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www.jlss-
ljsxx.com、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日报》上
发布。招标人：长岭县水利局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处，
联系人：王波，联系电话：0438-7223237。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
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联系人：闫女士，联系电话：
18844592228，0431-81946677。

注销公告
长春市泰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注册

号：220103000068165）经全体股东研究
决定，于今日起停止营业，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声明
长春市泰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5日

作废声明
所 有 权 人 代 凤 龙 ，身 份 证

220622198602081011号，房屋坐落于靖
宇县靖宇镇温馨小区3号楼5号门市，面积
160.46 平方米，砖混结构，产权证号
00027092号，房屋所有权证丢失，自发布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无异议，予以作废。

靖宇县房地产管理中心
2014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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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转 型 中 实 现 跨 越 发 展
和大多数国有林区一

样，始建于1958年的湾沟
林业局曾经为新中国的发
展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同
样也陷入过低谷。在全面
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发展的
新形势下，湾沟林业局抢抓
机遇，乘势快上，在转型中
实现跨越式发展，经济实力
显著增强，员工收入大幅度

提高，群众生活极大改善。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9400万元，在岗
员工年人均工资达到41500元，三年累计实现利润5600万元。
2014年，员工收入又进一步提高，局容局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湾
沟林业局跻身集团先进行列，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吉林省模范集体”
荣誉称号。

在林业转型发展进程中，湾沟林业局抓住了机遇、走在了前
面。2012年科学提出“二三五五”发展规划。即在“十二五”期末实
现两个转变，由单一利用木材资源向综合开发林区多种资源转变，
由管护森林向科学经营森林转变；巩固和培育三大产业，森林经营
产业、资源综合开发产业、矿产资源产业；实现营业收入翻番，经济
总量达到五亿元；实现员工年均综合收入持续增长，达到五万元。

“二三五五”发展规划为湾沟林业局转型发展、科学发展明确了目标
和方向。打破一切围绕木材转的陈旧经营模式，拒绝“吃子孙饭，花

生态钱”，走出“越采越穷、越穷越采”的怪圈，科学实施湾沟林业局
森林生态修复工程计划。依托天保工程对林区生态顶级群落实施
保护，采取抚育、补植、改造培育等措施对20.3万亩退化森林生态
系统进行修复，对红松、核桃楸等宜木、宜果多用途珍贵树种进行重
点培育和保护。对林木资源进行深挖掘、再开发、再利用。经设计，
将没有生长价值的清除木，适宜绿化的非目的树种移植出来，经过
驯化培育使其产生新的经济价值。目前，湾沟林业局已建成绿化树
移植基地1824亩，移植培育绿化大苗24.3万株。2013年，在省林
业厅专业会议上作了经验介绍，森工集团曾两次在湾沟林业局召开
现场会，推广绿化树移植经营模式。

湾沟林业局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牢固树立人本理念，狠抓民
生的改善。近年来，投入大量资金加强了林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解决了林区群众饮水难、行路难、就医难等问题。从2009年
开始，投资2.1亿元新建“棚改”楼3790户，建筑面积达21万多平
方米。棚户区改造工程被吉林省和白山市建设部门评为“精品放
心”工程。开展创建“林区绿美家园”活动，加强环境建设力度。
2014年，栽植绿化树10000余株，绿化面积61395平方米，局址绿
化覆盖率达到45%。近年来，陆续为1958名“五七”家属工办理
养老参保手续，为5998名一次性安置人员办理社保补贴，对1012
户贫、特困职工进行了帮扶救助。多次组织爱心捐款和帮扶救助
活动，为基层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在二道花园林场成立全省首个
林场志愿消防队和远赴天津武清看望重病退休老劳模，被林区群
众传为佳话。 (朱冶明 马红卫）

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
李海国，榆树市环城卫生院院长。李海国

认真履行医务人员职责和党的宗旨，参加工作
的30多年中，兢兢业业，尽职尽责，无私奉
献。他以医院为家，处处为医院着想，为患者
着想，工作上任劳任怨。作为一名医生，对待
每一位患者都像自己的亲人一样，他以真爱、
大爱、厚爱抚慰患者、感动患者，切实做到了急
病人之所急，帮病人之所需要，真正体现了医
务工作者的时代风采。

为了置换办公楼，他带头为医院集资，并
做职工的思想工作，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全

院职工为卫生院集资81万元，使办公楼置换顺利完成，从根本上
改变了环城卫生院的办公条件和患者就医环境。他热心公益事
业，卫生院每年给敬老院老人献爱心，为老人们检查身体，讲解健
康知识，秀水镇遭受水灾，他捐款1000元；四川地震，他先后3次
捐款6500元，并交特殊党费1100元，残疾人史春雨患病六年间，
每年春节，为他送去1000元和慰问金和米面油等生活用品。靳家
小学出现交通事故，他一天一宿没休息，照顾重病家属，为患者送
医送药。环城卫生院特困职工王军患脑梗捐款3000元，女职工赵
庆荣爱人患癌症，为其两次捐款6000元……李海国先后被评为长
春市劳动模范、感动长春卫生人物、长春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
等，近期还被评为吉林省最佳经营管理者的光荣称号。

刘世福自2007年任辽源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技科科长以来，把握政策、统筹谋划，累计争取国
家、省高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1.96亿元，特别
是成功创造了省内唯一一次上报产业链项目，同时
获得国家支持的佳绩。在国家和省资金下达之后，
深入企业调研，跟踪项目进展情况，按项目建设期限
完成后，及时请示，进行项目验收，现已累计完成验
收11个项目，其中，3个项目被国家发改委授予优质

工程称号。近期，刘世福被评为吉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工作
者称号。

科 学 谋 划 开 拓 进 取
姜淑华，松原市政协委员。松原市妇代会执委，

吉林省妇代会代表。现任吉林群兴律师事务所执行
主任、松原市妇女儿童维权法律服务中心主任。近两
年来，共援办妇女儿童维权案件几十起，有多起婚姻
家庭纠纷通过姜律师法律知识讲解、心理辅导及说服
劝导后言归于好、破镜重圆。姜淑华向政协提交了
《思想教育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重要手段》等议案，亲
自走进校园讲法制课，帮助学生树立“有法可依、有

法必依”的思想意识，从根本上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
姜淑华先后被评为吉林省优秀志愿者、第四届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
进个人等，近期还被评为吉林省优秀妇女儿童维权卫士光荣称号。

真情维权奉献爱心
多年来，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李继洪以科技创新、

服务“三农”为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长期
工作在杂粮育种的第一线，5年来，获得吉林省科技
进步二等奖2项；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3项。承担
国家级、省级、部级各类科研项目10余项。近5年
来，先后发表论文18篇；出版著作4部。2次被吉林
省农业科学院委员会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一种利用
姊妹交的方法选育高粱恢复系吉R5062的方法”于

2014年3月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第一完成人。选育出高粱、谷子
新品种10余个。选育出的高粱新品种吉杂122等品种正在大面
积推广和种植，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严 谨 务 实 勤 勉 敬 业
林红波，吉林齐略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吉林中山法律援助工作站成员。从事律师职
业以来，在处理和接待的众多案件之中，面对
特殊的困难群体始终保有一种特殊的关爱，特
别是在面对妇女儿童困难群体时，在认真履行
法律赋予职责外，充分发挥律师职业特有的专

业性、灵活性以及援助性等特点，为特殊的群体提供多样化的法律服
务和支持，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在律师做好本职工作之
余，2013年10月至今，林红波接待义务咨询百余次，多次进行专题知
识讲座，参与大型法律援助活动十余次。近期，林红波所在的吉林齐
略律师事务所被评为吉林省优秀妇女儿童维权岗的光荣称号。

立 足 本 岗 扎 实 工 作

弘 扬 楷 模 精 神 谱 写 辉 煌 篇 章

多年来,公主岭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预防青少年违
法犯罪的各项法律、政策，紧密与相关部门
密切配合，扎实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在审
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始终坚持寓教于
审，惩教结合，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

原则，结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
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使
许多失足青少年重返校园，回到了社会的怀抱。由于工作成绩显著，
曾被共青团中央、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优秀青少年维权岗”,近期，还
被评为吉林省优秀妇女儿童维权岗光荣称号。

寓 教 于 审 惩 教 结 合

几年来，珲春市供水公司工会始终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紧密结合改革与发展实际，在推动企
业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作出了一定成绩。公司
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积极推行厂务公开
制度，在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过程中，积极、
稳妥、扎实、有效地推进公司厂务公开、民主监督工
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取得了明显经济效益的同
时更体现了社会责任，工作得到上级领导和社会各

界的好评，为珲春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曾荣获
省建设系统文明单位、先进工会，延边州文明单位等光荣称号，近
期还被评为吉林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单位。 (姜春永)

积 极 推 进 厂 务 公 开 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