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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网络经营主体，落实网店
实名制，东丰县全面加强网络市场监
管工作。县政府成立了以市场监管
局、网管办、农业农村局、商务局等相
关单位为主体的网络市场监管工作领
导小组，形成监管合力，通过开展网络
商品交易知识讲座、“招聘网站严重违
规失信”专项整治、实行网络经营实名

制、完善网络经营主体信息库等举措，
切实履行网络交易监管职责。

目前，全县已注册登记网站、网
店 106户，完成1.4万户经济户口的搜
索，建档 49户，辖区内网络交易行为
得到进一步规范，消费者和经营者合
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电子商务持续
健康发展。 （刘风清 王玉君）

东丰县加强网络市场监管

“家人们、朋友们，欢迎来到
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给大家带
来了我们村最新的草编产品，大
家猜猜是啥呢？前三名猜对的有
礼物相赠……”每天的 17点 30分
到 19点 30分，德惠市惠发街道永
生村的村民侯振发都会准时坐在
直播设备前，在快手直播间里向
大家推销他们合作社的草编产
品。

今年 51 岁的侯振发是永生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在驻村工作
队的精准帮扶下，侯振发积极参
加手工编织培训，创办富启手工
编织专业合作社，网上直播带
货。如今，身残志坚的侯振发已
成为快手平台上小有名气的“网
络红人”，摘掉了自家的贫困帽
子，并帮助村里的其他贫困户共
同致富。

助力因残致贫户脱贫摘帽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侯振发

凭借着木工手艺在城里的工地
打工，妻子姜亚莲在家务农，小
两口靠着勤劳的双手把日子过
得红红火火。一场发生在建筑
工地的意外，使他高位截瘫，生

活无法自理，以往开朗爱笑的侯
振发一度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后，来自
德惠市人社局的驻村第一书记
郭奕昂和驻村工作队的工作人
员根据侯家的实际情况为他家
送来了“五黑一绿”蛋鸡养殖项
目，帮其脱贫致富。经过三年多
的养殖，为他家带来了 1 万多元
的收入。在驻村工作队的协调
下，侯振发的儿子侯学禹被送到
德惠市人社局开办的技能培训
班，学会了电焊技术。现在，侯
学禹被一家建筑公司高薪聘请
做技术总监。妻子姜亚莲也被
吸纳到村里的扶贫大棚打工，种
植大棚花卉和蔬菜，顾家赚钱两
不误。2017年底，侯振发一家脱
贫摘帽。

残疾木匠变身草编能手
永生村驻村第一书记郭奕

昂是个“90 后”，敢想敢干思路
活。在一次考察中，小郭发现草
编项目不受时间、地域、技术、性
别等因素限制，适合残疾群体进
行独立操作。回村后，郭奕昂第
一时间联系草编技师，着手在村

里开办草编技能培训班，并发动
全体村民踊跃参加。

郭奕昂多次到侯振发家中
同他商讨草编项目，但侯振发却
不想干，毕竟妻子和儿子都有稳
定收入。经过多次的劝说和鼓
励，小郭书记亲手把坐在轮椅上
侯振发推进了草编培训班。经
过培训，侯振发掌握基本编制方
法，心灵手巧的他成了班中的佼
佼者。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草编
产品成了永生村“变废为宝”的
扶贫产业。在中国（长春）国际
民间艺术博览会、精准扶贫暨第
一书记代言产品大集和多场第
一书记代言展会上，永生村的草
编产品为入社贫困户带来 1 万
余元的经济收入。

网络直播拓宽脱贫致富路
仅靠展会大集销路太窄，何

不在网上直播销售呢？郭奕昂
与侯振发一拍即合，在郭奕昂的
技术指导下，侯振发开启了自己
的直播带货之旅。

“朋友们、家人们大家好，这
里是吉林省德惠市精准扶贫扶

持的草编合作社直播间，在直播
间里对主播支持力度够大的，主
播就会赠送你草帽，如果有喜欢
来取的只需 80 米（元）。”从此，
侯振发坚持每天直播两小时，讲
述自己的人生遭遇，劝导大家面
对挫折积极乐观；介绍家乡风土
人情，推介合作社手工草编作
品。

网络直播开拓了草编产品
的新销路，不用出去推销，就能
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草编产
品。侯振发还根据网友的要求，
干起了私人订制，将草编作品完
成后快递到网友手中，现在他的
直 播 间 已 经 吸 引 了 5000 多 粉
丝。“两天左右能用玉米叶编织
一 个 草 帽 ，大 概 可 以 卖 80 多
元。”侯振发说。

由于侯振发直播间粉丝
多，带货能力强，并帮助永生
村的贫困户、残疾人共同脱
贫致富。今年初，富启手
工编织专业合作社被
授予“就业扶贫星
火 站 ”称 号 并
挂牌。

残疾“巧哥”变身直播带货达人
□ 常亮 本报记者 郭小宇

本报讯 佟粒玮 刘
嘉颖 记者 郭小宇 报
道 为全力推动志愿服
务事业再上新台阶，日
前，临江市志愿服务促
进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标志着临江市志愿服
务向专业化、常态化转
变。

近年来，临江市不
断壮大志愿服务队伍，
丰富志愿服务内容，创
新志愿服务形式，努力
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工作新思路、
新举措，不断让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
地生根。组建了由市
委书记任总队长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
愿者服务总队，下设学
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
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
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
文化生活、持续推进移
风易俗五支志愿者服
务队，注册志愿者团队
85 个，志愿者 1.39 万
人，开展主题鲜明、内
容丰富的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3000
余次，受众群众 30 余万人。创新
开展“一镇一主题、一村一特色、
全市创品牌”文明实践活动新模
式，实践中心结合临江实际打造
八个“文明实践·筑同心”志愿服
务品牌，各实践所（站）因地制宜
制定个性化活动菜单，精准满足群
众需求。

临江市志愿服务促进中心的成
立，将更好地统筹组织安排全市各
项志愿服务活动，为各级志愿服务
队提供运行管理、专业培训、联动
交流的服务，打造宣传科学理论、
培育文明新风的“红色殿堂”，建设
文明实践、服务基层群众的重要阵
地，为推动建设“一谷一城”临江篇
贡献志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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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俊峰 记者 徐
文君 报道 小病不出村，还能
直接报医保报销。6月 5日，
记者从吉林市扶贫办获悉，随
着全市农村卫生室信息化平
台投入使用，全市 118个乡镇
卫生院和 1345个村卫生室实
现有终端、通网络、能报销，从
而使全市 4万多贫困人口在
村卫生室看病，就能实现即时
联网结算报销。

日前，记者来到永吉县北
大湖镇白马夫村卫生室，70
岁的贫困户姜元贵因患肠胃
病，刚从这里看完病拿完药。
村医王影为他开了2盒药，费
用总共 20.8元。经医保即时
联网结算报销后，姜元贵只付
了10.4元。

“此前，贫困人口只有在
镇上或者县里医院看病，才能
即时报销。”永吉县医保局相
关负责人说，最远的村子到镇
上 有 15 公 里 左 右 ，很 不 方
便。现在好了，贫困人口在村
卫生室就诊时，就可享受医保
门诊待遇。平常有点头疼脑
热的，不用去镇上或者县里医
院，在村卫生室买药就可以报

销，还没有起付线，一年能报
350元。

年初，吉林市启动基本医
疗工作重点——农村卫生室
信息化平台建设工作。对无
设备的村卫生室，由县（市）区
政府负责购买设备和接入互
联网。条件具备后由市医保
局负责指导对应医保账号登
录，开展医保报销业务。经过
紧张有序的筹备，全市农村卫
生室信息化平台于 4月末建
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王影说，因为使用这套系
统，村医看病更加规范了，患
者就诊时间、症状、所开药物
在电脑上一目了然，从村到镇
到县，每级都能查看，规范了
村医行为，减少了手写处方可
能出现的错误。

农村卫生室信息化平台
启用的同时，市里还建立了先
垫付后结算机制，便于在网
络或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时，
村医可通过手工记账方式
为患者代理报销。“网络直
接报销+村医代理报销”的
双保险办法，确保了好事办
实。

吉林市农村卫生室信息化平台投入使用

1345个村卫生室
实现有端通网能报销

大安市税务局驻安广镇永富村工作队在脱贫攻坚成果巩
固提升工作中，注重发挥合作社的“带富”作用，多措并举支持
合作社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业，促进了贫困户的稳定增收、长期
增收。图为农户在永富村民意合作社采摘特色辣椒，销售形势
看好。 李国义/摄

经梨树县人民政府批准，梨树县自然资源局（挂牌人）
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LSGP2020-017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此次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
下表：

二、竞买人的范围及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和个

人均可参加竞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买受
人必须严格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
条件进行开发建设。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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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3日至2020年7月30日到
梨树县自然资源局土地利用科获取。

四、竞买申请和登记
申请人可于2020年7月3日至2020年7月30日，到梨

树县自然资源局土地利用科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请。并提

供营业执照副本、法人代表资格证明、法人（个人）身份证
（或授权委托，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竞买保证金缴纳凭
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受理。申请
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在竞买申请
时必须说明。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至时间为 2020年 7月
30日16时。

经审查，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时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我局将在 2020 年 7 月 30 日 16 时确认其竞买资
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梨树县自然资
源局公开办事大厅；挂牌时间为：2020年 7月 24日到 2020
年 8月 2日（包含周六、周日），挂牌期间每天报价时间：上
午8时30分至10时30分，下午14时至16时。

六、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 系 人：曹旭升 联系电话：0434-5247722
开户单位：梨树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开 户 行：梨树建行
账 号：22001627038052033127

梨树县自然资源局
2020年7月3日

梨树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编 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m2）及用途 

出让 

年限 

竞买保 

证金 
起始价 

合计 按土地用途分 

商业 

40年 

11.0088

万元 

38.6976

万元 LSGP2020-017 

梨树县蔡家镇长

平大街北、东环

路西（1-30）地

块 

834 

商业 容积率 

834 ≤1.00 

本报讯 谭晓峰 王越鹏 报
道 为庆祝建党99周年，进一步
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激励广
大党员、干部继承和发扬党的
光荣传统，更好地服务群众，6
月 29日，梨树县委组织部与共
建单位中国电信梨树分公司、
小城子镇到小城子镇四同教育
基地联合开展了“强组织、增活
力、创一流”七一主题党日活
动。

县委组织部全体机关干
部、小城子镇领导班子成员及
部分机关干部、中国电信梨树
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及部分机
关干部共计 70 余人参加了活
动。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何滨
出席并作讲话。何滨强调，过
去的一年，梨树县各项工作都
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推动梨树
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提供了可靠保障。梨树
县黑土地保护，三大攻坚战，
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重点工
作得到了省市委的高度认可
和充分肯定。作为一名党员，
要切实发挥先锋作用，投身发
展实践，不断巩固教育成果，为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增进
百姓福祉，再立新功、再创新
功。

参加活动的全体党员面
对党旗庄严宣誓，通过重温入
党誓词，再一次接受教育洗
礼。通过此次七一主题党日
活动，大家的心灵得到了一次
洗礼、一次升华，进一步坚定
了理想和信念。大家纷纷表
示 ，要“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时刻
铭记党的嘱托，砥砺奋进，不
断前行，努力在本职岗位上再
创佳绩。

梨树开展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房屋所有权证书

遗失作废公告

单位名称：金属回收公司，

所有制形式：全民，房屋坐落：富

强街，结构：砖瓦，种类：公有，用

途：办公室，建筑面积：293.83平

方米，吉房执朝字第8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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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曹洪金，坐

落：朝阳镇爱国街一委一组，建

筑面积：117.43平方米，用途：住

宅，房权证辉朝字第 0013943
号。上述房屋坐落在辉国用

(99) 第 9900879 号 的 土 地 证

上。曹桂荣继承该房屋，其他继

承人自愿放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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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补发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刘新利，坐

落：爱国街2委6组。房屋总层

数：2,所在层数：1-2,建筑面积：

126.20平方米，用途：住宅，房权

证字号字40312号。因权利人

保管不善，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现公告声明作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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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部门将为其补发。特

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不动产登记遗失补发公告

土地使用权人：郑召存，将

坐落：辉南县团林镇东胜村李家

街屯，使用权类型：集体，使用权

面积：200平方米，建筑面积：

41.2平方米，证号：辉集建（90）
字第08816号，土地使用权证书

遗失，现公告声明作废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根

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予以遗失

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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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中

心将注销原证，补发不动产权证

书。特此公告

辉南县团林镇国土资源站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遗失声明

集安市清河人参交易市场

有限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正、

副 本 丢 失 ，许 可 证 编 号 ：

SC11722058239984，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