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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松原检修分公司

认真巡视输电设备

为保障输电线路设备本体安全，提高供电
可靠性，近日，松原检修分公司党员服务队联
合输电专业所辖输电线路开展设备特殊巡视
工作。

经过统一部署，党员服务队联合输电专业
成立巡视小组、无人机小组、红外测温小组、检
修小组四个小组。巡视小组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对松原地区重点线路开展特巡。无人机小
组对设施完好情况进行全面排查。红外测温
小组对连接金具进行测温、分析。检修小组随
时待命。

此次输电线路特巡工作，输电专业共出动
155人次，55车次，对 13条 220kV 线路，15条
66kV线路开展线路特巡、红外测温及无人机
巡视工作，共计425.3公里。发现66kV及以上
线路一般缺陷 25处，及时消缺 25处，消缺率
100%。发现危及线路安全运行隐患6处，及时
整改6处，为输电专业设备稳定运行打下坚实
基础。 （赵晶）

洮南市就业服务局

开展2020年春风行动

1月 8日，洮南市就业局联合白城市就业
局、洮南市扶贫办、吉林农村报洮南市工作站
在蛟流河乡开展以“春风送真情，就业暖民心”
为主题的专场招聘会。

此次招聘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和大力支持，有来自百职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白城梅花味精等多家招聘单位，提供了百
余个就业岗位，为全市城乡求职就业人员提供
了广阔的择业平台。本次招聘会共发放宣传
手提袋 1000袋，企业用工简章 3000张，《外出
务工实用手册》2000 本，发放政策宣传毛巾
400余条。有工作意向的人员纷纷前来咨询，
充分发挥了公共服务平台的作用，为农民工提
供政策咨询、求职登记、职业指导、免费职业介
绍等“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促进了全市农村
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就业。 （曹栋）

本报讯 王栋 郭新宇 记者
郭小宇 韩琳 周硕 报道 近日，
白山市司法局帮扶责任人一行
4 人来到帮扶的靖宇县景山镇
清水村暖河子屯，在村书记和
驻村队员的陪同下，对村民进
行了节前走访慰问，为每户送
去了大米、豆油等慰问品，把党
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百姓的心坎
上。

走访慰问过程中，市司法局
帮扶责任人每到一处，详细询问

贫困户近期家庭情况、生活状
况、收入来源、享受政策以及还
有什么困难等问题，聊家常、谈
新年、送祝福、表心愿，倾听他们
的意见心声，希望他们依靠政策
帮扶和自身努力过上更好的日
子。

80岁高龄的贫困户王大娘
拉着帮扶责任人的手说：“现在
党的扶贫政策真好，有低保、养
老保险等兜底政策，有你们这
些帮扶责任人的慰问品，让我

们真正感到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

此次慰问活动，共走访慰
问贫困户 19 户 ，非贫困户 43
户，投入资金 6000 余元，做到
了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全覆
盖 ，得 到 了 乡 亲 们 的 一 致 称
赞。

白山市司法局帮扶责任人
表示，2020年将不断巩固脱贫攻
坚成效，防止清水村贫困户返
贫。

白山市司法局

开展“两节”走访慰问活动

本报讯 李洪利 记者 郭小
宇周硕 韩琳 报道 2019年 12月
30 日，吉林省中基层法院首个

“两个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正
式在通化市揭牌启用，当事人来
这里办事将更加智能便捷。

刚刚投入使用的通化市中
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大厅，
面积 1200平方米，采用“一窗一
区一中心”的总体架构。大厅两
侧设置有多功能服务区，包括导
诉、智慧法院、母婴服务、医疗保
障等共计13个服务功能区域，涵
盖信访接待、集约送达、电话查
询、自助立案、风险评估等 49项
服务内容。

如今的诉讼服务中心去掉
了原来的玻璃窗口，面对面、零
距离为当事人提供诉讼服务，采

取了“政务大厅”的服务模式，设
置了包括立案、执行、信访、档
案、纪检监督、公证服务等多部
门、多业务于一体的服务窗口共
计 20个。将除庭审之外的诉讼
服务事项集中到窗口集约办理，
公示“六个马上办”“五个当天
办”，快速瘦身立案环节，跑出立
案加速度，兑现让当事人“最多
跑一次”承诺，突出了集约化、信
息化和人性化，为当事人提供

“一站式”诉讼服务。多元解纷
诉调对接中心集合了多方力量，
为群众无偿提供法律咨询等服
务，设置了律师调解、人民调解、
联合调解和法官调解四个专门
调解室，为当事人提供多种纠纷
解决渠道和途径。

在诉讼服务中心 LED 大屏

墙上滚动显示法院文化信息、通
化市两级法院收结案、中院部分
案件排期、审判、执行情况，宣传
法院文化，开展法制教育，提高
公民法律意识等内容。办公区
的正前方，设置专门的智慧法院
区域，配置了诉讼服务终端一体
机、风险评估一体机等自助式信
息化设备，当事人通过输入居民
身份证号、案件编号就可“自助
式”查询案由、受理时间、承办法
官、案件审理进度等相关信息，
群众无须再到窗口查询，就能对
自己的案件信息一目了然、清清
楚楚，大大节约当事人的时间和
经济成本。

“当事人针对案件胜诉的希
望有多大，风险评估一体机就能
测试出来。”通化市中级人民法

院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朱桂清
说，当事人的起诉，过去都要通
过律师代写诉状，这样还要花一
笔费用，如今的诉讼服务中心有
诉状生成一体机，当事人进入系
统后，各种诉状会呈现出来，操
作起来非常简便，而且自助书写
区内贴有二维码，扫码后，各种
诉状、申请书等模板便呈现出
来，当事人只要填充个人信息即
可生成规范化的诉状。

通化中院诉讼服务中心的
成立，推进了法院类型化、专业
化调解平台和诉讼服务规范化、
标准化的建设，打造了“一站式、
便捷式、全方位”的诉讼服务模
式，让群众真实体验“走进一个
厅、事务全办清”的优质诉讼服
务。

我省中基层法院

首个“两个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投入使用

1 双阳区 长春市长良储备粮有限公司 长春市双阳区长岭街道1688号

2 双阳区 长春通阳储备粮有限公司 长春市双阳区通阳路

3 双阳区 吉林省双阳粮食中心库 长春市双阳区山河街道办事处

4 榆树市 北京古船米业有限公司榆树市分公司 榆树市闵家粮库

5 榆树市 榆树市泗河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榆树市泗河镇

6 榆树市 榆树市鹏宇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榆树市新立镇

7 农安县 农安华粮哈拉海中转库有限公司 农安县哈拉海镇内

8 德惠市 德惠松柏储备粮有限公司 德惠经济开发区（二十五中西侧）

9 德惠市 德惠五台储备粮有限公司 德惠市五台乡街道

10 德惠市 德惠杨树储备粮有限公司 德惠市大房身镇杨树街道925号
11 昌邑区 中央储备粮吉林直属库有限公司 吉林市经开区建设村

12 龙潭区 吉林市大口钦粮库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市龙潭区大口钦满族镇

13 永吉县 永吉县黄榆粮库有限责任公司 永吉县黄榆乡黄榆街内

14 永吉县 永吉县北大湖粮库有限责任公司 永吉县北大湖镇内

15 永吉县 吉林市福山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 永吉县口前镇兰旗村九社

16 舒兰市 舒兰市吉舒粮库 舒兰市吉舒街站前联合委

17 舒兰市 舒兰市法特粮库 舒兰市法特镇丰盛路1号
18 舒兰市 舒兰市天德粮库 舒兰市天德乡街内

19 舒兰市 舒兰市七里粮库 舒兰市七里乡

20 舒兰市 舒兰市亮甲山粮库 舒兰市亮甲山乡街内

21 舒兰市 舒兰市小城粮库 舒兰市小城镇站前路84号
22 磐石市 磐石市华丰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磐石市吉昌镇吉昌大街

23 磐石市 磐石市顺丰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磐石市吉昌镇山泉村

24 磐石市 磐石华粮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磐石市烟筒山镇南庆街

25 蛟河市 蛟河市第二粮库收储有限公司 蛟河市工农路99号
26 蛟河市 蛟河市松江粮库收储有限公司 蛟河市松江镇松粮路7号
27 蛟河市 蛟河市新站粮库 蛟河市新站镇1街
28 四平市 四平市南山粮食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四平市铁西区海丰大路59号
29 公主岭市 中央储备粮公主岭直属库有限公司 公主岭市南崴子街道铁北

30 伊通满族自治县 中央储备粮伊通直属库有限公司

伊通满族自治县马鞍山镇街道

31 双辽市 双辽市新立粮库 新立乡大金山村

32 双辽市 双辽市柳东粮库 柳条乡农阁村

33 梅河口市 吉林梅河口红梅粮食收储库有限公司 梅河口市红梅镇中兴村

34 通化县 吉林通化国家粮食储备库 通化县二密镇

35 二道江区 通化市二道江粮库 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振兴路1号
36 柳河县 柳河三源浦粮食储备库 三源浦镇本街

37 辉南县 辉南县中央堡粮库 辉南县庆阳镇中央堡玉恒村新昌堡屯

38 辉南县 辉南华粮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辉南县朝阳镇爱国街丰收路9号
39 辉南县 辉南县楼街粮库 楼街朝鲜族乡茂盛村

40 辉南县 吉林辉南国家粮食储备库 辉南县辉南镇辉南大路

41 辉南县 辉南县抚民粮库 辉南县抚民镇北关村

42 辉南县 吉林省鸿丰物流有限公司 辉南经济开发区

43 前郭县 中央储备粮松原直属库有限公司 前郭县王府站镇

44 前郭县 吉林省查干湖大米产业园有限公司 前郭县白依拉嘎乡常家围子村

45 宁江区 中储粮宁江直属库有限公司风华分公司 松原市宁江区大洼镇风华村

46 宁江区 扶余市社里粮库 松原市宁江区哈达山镇社里村

47 长岭县 中央储备粮长岭直属库有限公司 松原市长岭县太平川镇

48 扶余市 扶余市增盛粮库 增盛镇增盛村

49 扶余市 扶余永平储备粮有限公司 永平乡永平村

50 扶余市 扶余拉林储备粮有限公司 弓棚子镇镇山村

51 洮北区 白城洮北区纯阳粮库 白城市纯阳路5-6号
52 洮北区 吉林白城经开粮食收储库青山分库 青山镇复兴村

53 洮北区 吉林白城三和粮库岭下分库 白城市岭下镇图乌公路东侧

54 洮北区 吉林农开谷物有限公司 白城市洮北区镇南种羊场宝山分场

55 洮北区 白城市洮北粮食收储库 白城市洮北区到保镇到保村

56 洮北区 白城市永盛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平安分公司 平安镇兴安路1749号
57 洮北区 白城市华粮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白城市白平公路37号
58 镇赉县 吉林镇赉第一粮食收储库 镇赉县镇赉镇长青路57号
59 镇赉县 吉林镇赉五棵树粮食收储库 镇赉县五棵树镇树北村

60 镇赉县 吉林镇赉大屯粮食收储库 镇赉县大屯镇大屯村

61 镇赉县 吉林镇赉嘎什根粮食收储库 镇赉县嘎什根乡北两公里

62 镇赉县 吉林镇赉莫莫格粮食收储库 镇赉县莫莫格乡莫莫格村

63 镇赉县 吉林镇赉沿江粮食收储库 镇赉县沿江镇西二龙村

64 洮南市 中央储备粮洮南直属库有限公司 洮南市黑水镇黑水村

65 洮南市 中央储备粮洮南直属库有限公司洮安分公司

洮南市富文东路1381号
66 大安市 大安粮食中心库大赉粮库 大安市江城西路28号
67 大安市 大安粮食中心库海坨粮库 大安市海坨乡前进村宋家围子屯

68 大安市 大安粮食中心库烧锅镇粮库 大安市烧锅镇乡富民村富民屯

69 大安市 大安粮食中心库太山粮库 大安市太山镇山湾村

70 大安市 大安粮食中心库舍力粮库 大安市舍力镇杏花村铁北屯

71 大安市 吉林大安中谷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大安市大安糖厂院

72 延吉市 延边粮食局直属粮库有限公司 延吉市飞行路888号

我省第一批2019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收储库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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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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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老林场玩新潮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1月14日，省内

迎来新年首场寒流，位于东部山区桦甸市域内
的吉林省红石林业局东兴林场更是达到了入
冬以来最低的-31度，然而在林场腹地的红石
雪乡一户农家小院里却是火热到爆。

“娜姐，12号链接林场雪蜜介绍一下”“主
播，6号灵芝孢子粉多少钱？”“宝宝们，准备好
了吗，拼手速了啊”“3-2-1，开秒！”。淘宝主播
娜姐和他的团队小伙伴在这个临时搭建的直
播间里正和全国的粉丝进行热烈的互动交流，
负责后台订单和客服的工作人员飞快地敲击
着键盘忙得不亦乐乎。直播间外围林场的工
作人员配合着打包、发货，要抢在新年物流停
运之前把这一天的订单发送完成，确保粉丝及
时收到年货。第一次触“电”（电商直播带货），
让地处山区的林场老员工们兴奋不已，也足足
过了一把“网红”的瘾。

“做好发展寒地冰雪经济的文章，实现白
雪换白银的目标，是林场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
目标。”红石林业局副局长刘万民向记者表达
了该局发展冰雪经济的决心。

火热的直播持续了近六个小时，场观人数
突破10万人次，现场销售额达到6万余元。据
执行该场网络直播内容的省内惟一一家淘宝
直播官方合作机构——《乐享优活》的负责人
介绍，这是该机构开年第一场针对家乡好货好
品策划的助农兴业主题直播，也预想过直播间
粉丝热情，但热情度如此之高有些出乎意料。
粉丝的热烈反响也令该团队坚持不懈的做领
域下沉、服务省内优品好货宣传推广、助力省
内振兴发展的信心更加坚定。

声明

梅河口市胜全达钢结构工

程有限公司

开 户 许 可 证 ：

J2454000617002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梅河口支行

账号：

22001646338055008728
开户许可证丢失，声明作

废。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艾淑云，坐

落：辉南县辉南镇林兴雅苑C区

1号楼4单元 210室，建筑面积：

68.64平方米用途：住宅，商品房

买卖合同编号 GF-2000-0171
号。现由王宝山继承该房屋，

其他子女自愿放弃。于此相关

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公告有异议

的，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向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

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

异议的，不动产部门将为其办

理继承登记。特此公告辉南县

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证书遗失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崔钟宪，坐

落：辉南县楼街乡龙光村面积

68.4 平方米：用途：住宅 层数:
壹，结构:砖混房屋 产籍号：6-
6-6号。因权利人保管不善，房

屋所有权证遗失，现公告声明

作废

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刘正民将

座落于海龙镇革命街四委三十

一组，房屋所有权证号 10246，
栋号 3/6-459，面积：40平方米，

结构砖木，用途住宅的房屋所

有 权 证 丢 失 ，现 公 告 声 明 作

废。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额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规

定，予以遗失公告，产权人申请

挂失登记，与此相关的利害人

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

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梅河口

市海龙镇房屋产权管理所提出

异议申请，逾期无异议的，将补

发 不 动 产 证 书 。 联 系 电 话 ：

4715099
梅河口市海龙镇房屋产权管理所

减资公告

集安市岳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注 册 号 ：

912205825846061957
经股东会议决议将注册资

本人民币贰佰万元减至人民币

壹拾万元，请债权人于见报之

日起 45天内办理相关手续，特

此公告。

集安市岳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01月14日

声明

松原市宁江区京旺星便利

店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