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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内陆渔政执法快艇购置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LZTZB2015-SL012

2014年内陆渔政执法快艇购置项目，已由吉水渔〔2014〕
1713号、吉水规计〔2014〕1132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招标人为吉
林省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建设资金来自中央投资与地方配套
资金,现对该工程进行国内公开招标。一、招标项目名称及概
况：项目名称：2014年内陆渔政执法快艇购置项目；工程概况：购
置渔政执法快艇30艘，该快艇总长12米，船宽2.5—2.7米，型深
0.9-1.2米，乘客8人，船员2人，满载排水量：6吨，满载平均吃水
0.5-0.7米，动力装置为1台140马力以上潍柴或玉柴柴油机组，
航区为内河B级航区，航速不低于20节，续航力不小于200公
里。二、资格审查条件：1、投标人必须具备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认定的玻璃钢船舶建造修理资质；2、投标人注册资本金须在200
万元以上。3、投标人应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及财务状况。三、
招标文件的发售时间、地点及购买条件：1、招标文件在吉林省政
务大厅四楼出售（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人民大街与蔚山路交
汇）每份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壹仟元整，售后不退。发售时间为
2015年 5月 26日 至 6月 1日（早8：30至晚4：00，节假日休
息）；2、购买招标文件条件：购买招标文件要凭本人身份证、企业
营业执照、船舶建造修理资质证明或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复印
件需加盖单位公章）和企业法人签名真迹的授权委托书购买。
四、开标时间及地点：本次工程招标定于2015年6月 19 日下午
13:00时在吉林省政务大厅四楼公开开标。届时请投标人代表
准时参加。五、发布公告的媒介：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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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布。

发包人：吉林省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
电话：13604309199 联系人：葛云平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众太工程建设招标有限公司
电话：0431-81887055 联系人：赵佳

曾经，在银行苦候1小时，仅仅为了一
笔转账；曾经，四处寻找能上网的电脑想
要尽快完成一笔转账。现在，在出差途
中、候车时、超市排队结账时……拿出手
机，就能享受“中银掌上行”提供的随身金
融服务，弹指之间，理财、生活、工作皆不
误！

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服务特色
1.功能省心•手机上购物——在与中行合作的

手机购物网站上轻松购买商品，享受良好
的购物体验。•手机上理财——提供账户查询、转
账汇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自助缴费、
贷款查询、信用卡主动还款和自动还款设
定等服务，以及基金、黄金、外汇、第三方
存管、B股银证转账、记账式国债、银期转
账等投资服务。•增值服务*——提供手机证券增值
服务。可查看股市行情并进行买卖交易。

（*增值服务只在“中银掌上行”客户
端中提供。）

2.使用舒心•结合手机使用习惯与金融交易惯

例，提供友好的交互页面，操作简便。•享受转账汇款费率优惠，更有手机
支付特惠惊喜带给您。•可自由设定使用用户名登录或绑
定手机号（一个或多个）登录，登录方式多
样，便捷安全，随心所欲。

3.安全放心•动态口令牌护航：在国内率先采用
国际通行的高等级安全认证工具——动
态口令牌来保障“中银掌上行”使用安
全。动态口令牌每60秒自动更新一个动
态口令，一个口令在认证过程中只使用一
次，下次认证时则更换使用另一个口令，
用户不需要去记忆密码。在“中银掌上
行”登录转账缴费等重要交易时须使用动
态口令，有效增强使用安全。•欢迎信息辨真伪：您可预留个性化
欢迎信息，登录即可见，真假网站，一辨即
明。•交易限额防风险：您可自行设定
“中银掌上行”各类交易限额，依据自己的
风险承受能力做好风险控制。

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开通流程
您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以及借

记卡/信用卡/存折等任意一种到中行网
点申请开通“中银掌上行”、申领动态口
令牌。已开通中行网银理财版或贵宾版
的客户无须再申领动态口令牌，已关联
到网银的账户将自动关联到“中银掌上
行”中。

如何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通过wap网页登录：
当您注册“中银掌上行”时，您的手机

将收到一条中国银行客服电话95566发送
的含有登录地址（mbs.boc.cn）的短信，您
点击即可登录。您也可以通过手机访问
中国银行手机网站：wap.boc.cn，登录“中
银掌上行”。•通过“中银掌上行”客户端软件
登录

中国银行手机银行介绍

苹果手机 安卓手机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建设项目名称：辽源市西安独立工
矿区改造搬迁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道路工程等建设
项目；工程概况：项目包括27条道路及绿化、照明、桥梁等附属工程。
建设地点：辽源市城西安独立工矿区内。道路工程：本次工程对人民
大街、仙城东街、东山南路、东山南街、东山中街、局五中门前道路北
段（南段）、东影街、东山街、东福路、安平路东段、博物馆南路等共计
27条路进行改扩建及部分新建，建成后为分别为城市主干路、次干路
和支路，道路总长度32673m，修建5座桥梁，同时施以绿化及照明工
程。本项目计划建设工期为5年，即2015年04月-2020年10月，总
投资55478.13万元。（二）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辽源市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祖强；电话：0437-3222933；邮
箱：jlghsz@126.com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
称和联系方式：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联系人：韩工；电话：
0431-85542249；邮箱：tw5542268@163.com。（四）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的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1.环评单位进行环境调研和委托环境监测；
2.环评单位编制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3.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通过
走访发放公参调查表的方式，征求项目区居民、企事业单位意见；4.
辽源市环保局组织专家对报告书进行评估；5. 辽源市环保局对报告
书进行批复。（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1、从环境保护角度对本
项目建设的意见。2、对本项目建设的其他建议及环保要求。（六）公
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打电话、寄信、发电子邮件均可。起止时间
为信息公示后10个工作日内。

辽源市西安独立工矿区改造搬迁工程基础设施建设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道路工程等建设项目

环评信息公告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2015年吉林市农村饮水安全项目昌
邑区项目区（二次公告）已由吉林市发改委以吉市发改审批发[2015]
13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源为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配套资金
及自筹资金。招标人为吉林市昌邑区饮水安全项目建设管理办公
室，招标代理机构为中经国际招投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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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工
程地点：吉林市昌邑区境内。2.2工程概况：2015年吉林市农村饮水
安全项目昌邑区项目区工程施工。主要建设内容：管线土方工程及
管线安装、水源井工程、管理房及附属工程等。2.3招标范围：工程量
清单范围内的工程施工。2.4计划工期：2015年7月3日-2015年11
月30日，共计150日历天。2.5质量要求：符合国家现行水利水电工
程质量验收统一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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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含叁级）或以上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叁级）或以
上资质的企业法人单位或水文地质勘察、地下水开采等专业类施工
资质且在吉林省水利厅备案；（3）项目经理必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
业贰级以上（含贰级）注册建造师资格和水利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或具有《吉林省小型水利工程施工负责人考核
合格证书》和《吉林省小型水利工程施工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B类）；技术负责人必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且必须经省水利厅网上备案；（4）近五年承担过类似工程；（5）良好的
财务状况及商业信誉；（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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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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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外省施工企业需持省建设厅核
准的外进施工队伍投标备案通知单。4.招标文件的获取：4.1凡有意
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5月25日至2015年5月29日，每天上午8：
30分至下午16:0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吉林省水利厅网站项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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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
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5年6月24日下午 14：
30时，地点为吉林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一楼开标室。6.踏勘现场和
投标预备会；招标人不组织踏勘现场，不召开投标预备会。7.发布公
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吉林省水利厅网站》、《吉林省建设
信息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日报》上发布。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吉林市昌邑区饮水安全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地址：吉林
市昌邑区中兴街105号；联 系 人：何鑫；联系电话：0432-62755209;
招标代理机构：中经国际招投标有限公司；地址：吉林市丰满区宜山
路 66 号 ；联 系 人 ：杨 璐/朱 国 栋 ；电 话 ： 0432-62188777/
15585576262； 2015年5月14日

2015年吉林市农村饮水安全项目昌邑区项目区（二次公告）

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CEITCL-JLJ-CZGC-150404

“以前要逛街，就要去市中心商圈，如今

可不一样了，这儿的迅驰购物广场、麦德龙

可是购物首选。”周小姐算得上是购物达

人。在净月，很多人和周小姐一样，每逢节

假日都要来到迅驰购物广场逛逛看有没有

新品。

以迅驰广场、沃尔玛、复地嘉年华为核

心的时尚购物商街作为净月高新区重点打

造的特色商业街区之一，以其丰富多样的业

态、就近消费的舒适性和便利度，引爆了该

区域及周边地区的消费欲望和潜力。

净月特色商业街区蓄势，产城融合快速

推进。“六街一区”特色商业，即以凯捷金沙

中心、环球贸易中心为核心，打造生态广场

时尚购物商街；以迅驰广场、沃尔玛、复地嘉

年华为核心，打造大学生时尚购物商街；以

彩织街、临河街为核心，南拓北扩，打造净月

彩织酒吧一条街；以新天地、麦德龙、迪卡

侬、五洲国际皮草城为核心，打造休闲购物

商街；以诺睿德、万科城为核心，打造天富路

特色文化商街；以中信商业综合体为核心，

打造中信旅游休闲购物商街；以天泽大路南

部区域，建设一个汽车商贸综合服务集中

区。

如今，净月高新区的商业格局正在悄然

发生变化，核心商圈扩容升级，新商圈快速

崛起，净月全新的商业版图也日渐清晰。

商圈提质扩容
城市消费潜力提升

去年年底，迅驰广场盛大开业，同时，世

界500强沃尔玛、吉视传媒国际影城、星巴

克、麦当劳、屈臣氏、苹果、7000平美食广场

等落户迅驰广场。

对于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杨阳来说，她

很喜欢去迅驰消费。“年轻人喜欢一群人聚

餐结束后唱个K、看个电影，迅驰就很好地满

足了我们的需求。”

集百货、生活超市、电玩、电影院、特色

餐饮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购物商场，迅驰购物

广场的开业是该区域一个购物新时代的开

始。

和杨阳不同，李小姐更偏爱麦德龙。“这

里环境很不错，有很多进口商品价格相对

比较便宜，样式全、品质好。”

和迅驰购物广场一样，吸引麦德龙进驻

长春净月区的主要原因，正是其看中了该区

域的快速发展对办公、餐饮等相关产品与服

务的迫切需求以及其未来巨大的商业潜力。

其会员制经营模式即为酒店、餐厅、中

小零售商，以及企事业单位等专业客户提供

一站式高效专业采购解决方案，也为居住在

这里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舒适的生活

购物环境。

距离生态广场麦德龙不到1公里，以彩

织街、临河街为核心，净月彩织酒吧一条街

已成为长春市特色商业街。

北起卫星路、南至南环城路，短短1500

米的彩织街上，已经拥有特色酒吧餐厅和其

他类商家50余家。在这里，不同肤色的东

西方面孔热络交谈，仿若置身欧美。

一商圈一特色。应该说，不管哪个商

圈，都是有自己特色的，满足着市民不同的

消费需求。而净月高新区已经进入一个商

业格局多元化、多商圈的综合体时代。

商业综合体渐次落户
描绘全新商业格局

众多响当当的商业强企抢滩净月，既显

示出净月巨大的发展潜力，也进一步提升了

城市环境，给市民带来红利。

以诺睿德国际商务广场项目为例。“从

城市布局的角度来看，长春市的商业步行街

目前与发达城市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此

次诺睿德国际商务广场项目打造的‘巴蜀映

巷’特色商业街区，建成后，将填补全市近年

来在特色商业步行街区上的空白。”净月高

新区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说。

诺睿德国际商务广场的“巴蜀映巷”是

汲取成都“宽窄巷子”的建筑风格和理念，

建造的一条川渝风情步行街，如今，项目

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预计年底部分投入使

用。

像诺睿德一样，同样值得期待还有凯捷

金沙中心、环球贸易中心等大型城市综合体

项目。其中，凯捷金沙中心项目将主要建设

集精品商业、文化艺术、休闲娱乐、威尼斯水

上乐园、水景特色街区等于一体的地下三层

城市商业休闲娱乐主题综合体，目前，项目

土方工程已基本结束，正在深化规划方案设

计。

而作为领地集团的重头戏，环球贸易中

心以30万平方米世界级综合体的姿态，囊

括了公园华宅、商贸SOHO、5A写字楼和商业

广场四大类产品。

在已经铺开的净月区城市商业版图上，

还有复华未来世界、福建新天地东北总部、

香港五洲国际广场、和信天街商业综合体等

众多商业项目即将绽放。

此时，净月多中心、多商圈的综合体时

代正从这里向春城人民走来。应有尽有的

商业业态，在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消费愉悦

的同时，也提升了城市品位和区域商业价

值。

净月高新区：活力商圈拉动消费新引擎

净月城事 足音2015

文字 万双 张多娇 图片 长春净月高新区新闻信息中心

由长春市会展业协会主办的“2015中国（长春）珠
宝、玉石、首饰展”、“高端文化艺术产品展”5月15日-18
日将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1-5号馆隆重举办。近年来，
珠宝、玉石、高端文化产品正在成为中国老百姓的消费
热点。为满足长春百姓的消费需求，丰富长春人民的文
化艺术生活，展会主办方重点打造三大板块内容：

1、和田、独山、岫玉、绿松石会聚春城:众所周知，新
疆“和田玉”质地细腻温润、南阳“独山玉”色泽惊艳、湖
北十堰“绿松石”色彩瑰丽、岫岩“岫玉”凝聚山川精华，
享誉世界的名玉扎堆展示，齐聚长春。

2、高端文化产品闪耀春城:仅凭感觉，不用放大工具
的古道微刻；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带来的宜兴紫砂、景德
镇陶瓷；南北精品根雕艺术的争奇斗艳，文玩字画、板刻
剪纸、古韵红木、3D奇幻立体画、名人蜡像，俄罗斯珠宝亮
相春城！值得关注。

3、DIY展区显露风采:今年本届展会的创新亮点还
有DIY展区的设立，届时，现场还将有禅茶、香道表演，让
您领略珠宝文化，感受中华茶香艺术的魅力；逛累了，不
妨坐下来，选几颗自己喜欢的珠子、水晶、菩提等自己动
手做一条与众不同的手链或项链，送给最亲爱的人。

为了让观众放心享受文化的盛宴，组委会专门邀请
吉林省权威的金银宝石饰品质量检验中心现场免费鉴
定，让您安心、开心地挑选心仪的作品。

5月15日至18日，走进东北第一珠宝展。

品味艺术 文化盛宴

遗失声明
●余兴东将春草小区 2 号楼

7-2-1 销售不动产发票丢失，发票
金 额 ：152904 元 ，发 票 号 ：

0004708，声明作废。
● 信 同 胜 将

220111197104092016 号 驾 驶 证 丢
失，声明作废。

●李玉萍将吉林省护士执业
证（96）吉卫医证护字第 50389 号
正副本丢失，特此声明。

●朱冰鉴将《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出生证编号 A220090062，声
明作废。

●付亮将吉 C58520 道路运输
许可证丢失，声明作废。

● 史 占 彬 系 吉 林 农 业 大 学
2013 年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轻化

工程专业毕业生，学制四年，派遣
单位为延吉市人才服务中心（延
吉市庆君美术专业培训院），派遣
报到证号为 131019302008，报到证
丢失，特此声明。

●丁海军将残疾人证丢失，
号码：22010519770507103714，特此

声明。
●郑金香，女，系东北师范大

学 2005届音乐学院舞蹈编导专业
本科毕业生，2009 年 6 月毕业派
遣至辽宁省沈阳市人事局，派遣
证号为09102001773，派遣证丢失，
特此声明。

● 杜 乐 竹（ 身 份 证 号
230206198411120268）将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师二级证书（证书编号
1308000006200206）丢失，声明作

废。
●孟涛将低压电工证丢失，

证 号 T220421198210160397，声 明
作废。

●谭宁将军人保障卡丢失，
号码：6216200600000003054，声明
作废。

●长春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
院 11级环境科学太彬旭将学生证
丢失，学号：1115440302，声明作
废。

●磐石市微满客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将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杨依霖出生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母亲王静，父亲杨凯，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220001337，
声明作废。

●吉林省瀚海王酒业有限公

司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白酒
（液 态）副 本 丢 失 ，证 书 编 号 ：
QS220015015969，声明作废。

●天正集团有限公司长春销
售公司七马路分公司（纳税人识
别号：220103735929259），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土地使用证遗失公告
王守君梅河口市原大湾镇小湾村，土地

使用证号为：梅集建（1991）字第08-10-90
号、用地面积379.4平方米，合法面积200.0
平方米，用途为住宅的集体土地使用证遗
失，现声明作废。与此相关的权利人对此公
告有异议的，请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梅
河口市国土资源局提出申请，逾期不提出申
请，我局将予以补发土地使用证。联系电
话：0435－4214722

特此公告。
梅河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5月11日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及补发公告
产权人于忠喜，房屋坐落于菜园子镇塘沽村

五社，面积77平方米，结构：砖木，用途：住宅，房
屋所有权证丢失，声明作废。

上述产权人已向我局申请补发房屋所有权
证，对补发的房屋所有权证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发
布一个月日内提出，逾期视为无异议，准予补发。

特此公告
德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5年5月12日

注销清算公告
伊通满族自治县伊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因经营不善，决定于2015年5月12日停止经
营，进入清算阶段，拟依法注销，本公司清算组
也于同日成立，请本公司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请债权，办理相关手
续。

公司地址：伊通镇茗人府邸15号楼
联系人：张晓东
联系电话：15144448880
伊通满族自治县伊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证遗失公告
战广勇梅河口市原花园乡东花园村，土

地使用证号为：梅集建（1991）字第34号、用
地面积439.92平方米，合法面积343.0平方
米，用途为住宅的集体土地使用证遗失，现
声明作废。与此相关的权利人对此公告有
异议的，请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梅河口
市国土资源局提出申请，逾期不提出申请，
我局将予以补发土地使用证。联系电话：
0435－4214722

特此公告。
梅河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5月11日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及补发公告
产权人谢忠义，房屋坐落于达家沟镇三家子

村三社，面积98.6平方米，结构：其它，用途：住
宅，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声明作废。

上述产权人已向我局申请补发房屋所有权
证，对补发的房屋所有权证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发
布一个月日内提出，逾期视为无异议，准予补发。

特此公告
德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5年5月12日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及补发公告
产权人程天文，房屋坐落于达家沟镇安山村

村二社，面积81.2平方米，结构：土草，用途：住
宅，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声明作废。

上述产权人已向我局申请补发房屋所有权
证，对补发的房屋所有权证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发
布一个月日内提出，逾期视为无异议，准予补发。

特此公告
德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5年5月12日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及补发公告
产权人宋士东，房屋坐落于达家沟镇豹虎山

村三社，面积90.15平方米，结构：砖木，用途：住
宅，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声明作废。

上述产权人已向我局申请补发房屋所有权
证，对补发的房屋所有权证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发
布一个月日内提出，逾期视为无异议，准予补发。

特此公告
德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5年5月12日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及补发公告
产权人李向阳，房屋坐落于天台镇七家子村

一社，面积104平方米，结构：砖木，用途：住宅，房
屋所有权证遗失，声明作废。

上述产权人已向我局申请补发房屋所有权
证，对补发的房屋所有权证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发
布一个月日内提出，逾期视为无异议，准予补发。

特此公告
德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5年5月12日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及补发公告
产权人丛国成，房屋坐落于大青咀镇茨梅林

村10社，面积94.5平方米，结构：砖木，用途：住
宅，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声明作废。

上述产权人已向我局申请补发房屋所有权
证，对补发的房屋所有权证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发
布一个月日内提出，逾期视为无异议，准予补发。

特此公告
德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5年5月12日

遗失声明·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王成河将坐落在磐石市红

旗岭大岭子村赵家沟屯，建筑面积72.00，结
构：砖瓦，所有权证号19-1-04-20的房屋所有
权证遗失，现声明作废。

房屋所有权人王成河将坐落在磐石市？？
峻大岭子村赵家沟屯，建筑面积72.00，结构：
砖瓦，所有权证号19-1-04-20的房屋所有权
证遗失，权利人已登报声明作废。现作出补发
公告，如30日无人提出异议，予以补发。

磐石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5月13日，长春市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

开“夏季攻坚”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推进会，调

度市安监局、民政局、残联、商务局、旅游局、

贸促会等部门专项整治行动进展情况，研究

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明确工

作重点，落实工作责任，确保“夏季攻坚”有

序推进，抓出成效。

市安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召开后，全市

各部门迅速部署，重点突出，责任明确，措施

具体，“夏季攻坚”开局良好。长春市政府副

秘书长、市安委办副主任周继峰表示，按照

副市长桂广礼的要求，各部门要紧紧抓住监

管重点这个“牛鼻子”牢牢不放，确保监管工

作“有的放矢”；在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建设

上狠下功夫，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市安监局：专项整治和督导检查全面展开

召开专题会议、下发方案，对煤矿、非煤

矿山、危化品及烟花爆竹、职业卫生等四条

重点监管战线的“夏季攻坚”活动进行安排

部署……目前，长春市安监局“夏季攻坚”专

项整治和督导检查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安监局组织开展了煤矿水害防治工作，

对存在水患的煤矿企业开展针对水害隐蔽

致灾因素的普查和治理工作；对龙嘉煤矿落

实矿震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实地检查；对

19处复产露天采石厂进行抽查；开展了烟

花爆竹固定销售点专项整治工作；指导宽城

区政府和企业圆满完成了中石油长春北油

库拆除工作，解决了多年来一直困扰城市安

全的重大隐患。

安监局还开展了危化品领域提升本质

安全水平专项行动，相关企业正在加快完成

自动化改造、在役装置安全诊断等工作，按

照安全控制的要求设置自动化控制系统、安

全联锁或紧急停车系统和可燃及有毒气体

泄漏检测报警系统；开展了职业卫生调查摸

底工作，目前，全市共完成850家用人单位

的信息统计，6月底前将全部完成任务；同

时，贯彻落实国家安监总局《用人单位职业

病危害防治八项规定》，已向企业送达《八项

规定》2700余张。

市旅游局：开展现场检查，维护市场秩序

“五一”期间，长春市旅游局累计派出检

查调研组11个，检查人员23人次，从安全管

理、规范经营、优质服务和文明旅游等方面

对34家旅游经营单位进行现场检查。

按照“夏季攻坚”专项整治行动总体要

求，旅游局精心安排部署，将利用5·19全国

旅游日开展游客安全提示、产品宣传、文明

旅游等方面的安全宣传；在消夏节期间，针

对主体活动及其它分项活动，要求承办单位

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施工单位必须

具备安全资质，办理各项安全手续，制定完

善的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

练，确保活动安全。

旅游局还将继续开展旅游市场安全与

市场秩序的专项整治工作，积极发挥旅发委

协调职能，在小长假及重要旅游节庆活动等

旅游高峰时段，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对景区周

边交通进行专项指挥调度，对旅行社和重点

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游交通及旅游活动

场所等进行联合监督检查。

市民政局：制定可行措施，开展拉网式排查

市民政局调整完善了安全工作领导小

组，坚持6个安全工作包保组，对全市民政

系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常态化包保、检查。

民政局专题研究强化对养老机构的管

理，建立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体系，责任到

人。对养老机构从业人员进行消防安全培

训，加大火灾隐患整改投入力度，组织消防

安全检查，坚决关停一批不合格养老机构。

民政局还下发通知，逐步细化工作内

容，增强隐患排查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切实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不走过场。

围绕“夏季攻坚”专项整治行动，民政局

制定并下发方案，要求各地各单位高度重

视、提高认识，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

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

要求，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开展

本地、本单位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严格落实

“4个100%”的要求，开展拉网式排查，切实

加强对人员密集场所、三合一、多合一场所

的安全生产检查和应急管理。把确保暑期、

汛期安全生产作为“夏季攻击”行动的重要

内容，严密落实防火、防食物中毒、防中暑、

防雷电等安全措施。

明确重点 落实责任 抓出成效

长春“夏季攻坚”专项整治行动有序推进
王勇 本报记者 孟凡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