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为规

范农村地区交通管理秩序，全面
提升农村地区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

意识，预防和减少涉及农村重点车辆事故，
保持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定，4 月 6

日，乾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

“减量控大”工作、“美丽乡村行”宣传活动，积极组织
民警深入到田间地头开展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

活动。
活动中，民警通过面对面讲解、现场答疑解

惑、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群众宣传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知识。以无证驾

驶、酒后驾驶、摩托车不按
规定佩戴安全

头 盔 、
无牌车上路、超速超载、
农用车违法载人、乱停乱放、随
意掉头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作为宣传
的要点，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普及安全
行车常识，引导和教育交通参与者自觉抵制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加强自身安全，珍爱生命，守法

出行。同时还结合身边的一些交通事故典型案例向
群众讲解了“一盔一带”的重要性，如何正确使用安
全带及正确佩戴头盔。

通过民警深入田间地头，与群众近距离
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增进了民警与群众
的感情，增强了群众对交警工作的
理解，取得较好的社会效
果。

乾安县交警大队

深入田间地头宣传交通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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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清明节期间，群众祭祀活
动较为集中，森林火险等级较
高，白山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
市森林消防支队认真分析节
日期间火灾形势，时刻处于临
战状态，强化工作措施，全方
位做好参与森林火灾扑救各
项准备工作，确保一旦发生火
灾，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

积极主动，牢固树立“一
盘棋”思想。根据当前森林火
灾形势，要求全市各级消防救
援队伍在留足处置其他灾害
事故力量的情况下要根据辖

区政府的安排积极参与森林
火灾扑救工作。强化备战，时
刻做好“灭大火”准备。各地
建立健全与当地森林防火指
挥部、林业和草原局、气象等
部门的联勤联训机制，强化协
同配合，扎实做好“灭大火、打
硬仗”的各项准备工作。安全
第一，切实做到“科学性”处
置。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队伍
大力开展安全教育培训，熟练
掌握森林火灾扑救作战行动
的安全要点，提高指战员的自
我防护和自救能力，规范救援
作战行动。 （范志鹏）

白山市消防救援支队

做好参与森林火灾扑救工作

为做好“七边”环境卫生
治理工作，桦甸市常山林场从
3月中旬开始，发动全员参与

“七边”环境卫生治理行动，结
合合理部署、全面治理、广泛
宣传、永保常态的管理模式，
全力打好绿美乡村攻坚战。

严格管理，强化责任落
实。为了确保“七边”环境卫生
治理工作落实到位，制定具体
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完善了各
项制度。积极发动，全面整治
到位。组织全场党员干部、后
勤办公室人员、护林人员60余
人进行集中整治，动员村民清
运林边秸秆，辖区环境卫生状
况得到明显改善。加大宣传，

提升村民认知。利用村社广
播、发放宣传单、微信公众号、
护林人员入户讲解等多种形式
广泛宣传，引导广大群众破除
陋习杜绝不文明行为。齐抓共
管，共创美好环境。为了确保
整治效果得到巩固，常山林场
与辖区5个村达成共识，共同打
造山清水净、管理有序的林区
乡村美好环境。 （宁晓兰）

常山林场

合力推进“七边”环境卫生治理

本报讯 郎洁 刘兆亭 记
者 徐文君 报道 为扎实抓好
平安林区建设，有效推动法治
进林区建设取得新成效，白石
山林区基层法院党组站在新
时代应有新作为、新担当、新
突破的政治高度，狠抓诉源治
理不放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
成效。

年初以来，为了切实扭转
指导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人
民调解工作不利、成效不大、
成讼较多、法院审判压力较大
的局面，白石山林区基层法院
结合工作实际，经研究决定，
选派法院年富力强的业务骨
干，先后向两个乡镇综合村派
驻兼职人民调解员三批，协助
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抓
好民间纠纷的调处工作。

这些派驻兼职人民调解
员利用法律专业性强、调解经验丰富的特点和优
势，结合具体案件，点对点面对面地对基层人民
调解员进行业务指导，提高了基层人民调解委员
会人民调解员的专业知识和调解能力，为基层人
民调解员调处民间纠纷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
撑。由于法院指导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调处民间
纠纷成效显著，第一季度法院受案与去年同比下
降近七成，为人民法院参与诉源治理工作，打造
无诉讼村屯建设、法治林区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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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管内集中开展铁路沿线
烧荒专项整治工作。

为确保活动取得实效，通
化车站派出所首先对管内线
路两侧 50米内农作物秸秆堆
放情况、防护网内小片荒情况
和历年因烧荒进入保护区、影
响行车的部位进行排查；同
时，联合管内8个站区、联合工
务、林场等部门，对重点时段
和重点区段，强化日常巡视检
查，及时发现、制止铁路沿线
村民的烧荒行为。车站派出
所干警还深入管内二密村、自
安村、鸭园村、铁厂村、五道江
村、六道沟村等村屯，与各村

委会干部及护路组织成员共
同对管内烧荒重点区段进行
研判，并制定管控措施，开展
有针对性的集中整治；深入田
间地头对村民面对面进行宣
传教育，通过村广播大范围宣
传《铁路安全管理条例》、铁路
安全常识等相关内容，讲清铁
路沿线烧荒的危害，提高村民
保护铁路运输安全的责任意
识。

截至目前，通化车站派出
所共走访管内村屯22个，开展
现场宣传30多场，发放宣传单
1000余张，受教育群众达1500
余人。

（王雨薇）

通化车站派出所

专项整治铁路沿线烧荒

本报讯 李鹏宇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在清明节到
来之际，集安边防检查站
联合通化海关，先后来到
集安市革命烈士陵园和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缅怀革
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进
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强化
使命担当。

清明节前夕，集安边防
检查站党委认真筹划，统一

部署，联合通化海关共同开
展祭奠革命先烈活动，与同
住口岸、同守国门的一线工
作人员共同接受党性洗礼
和革命传统教育。

在集安烈士陵园纪念
碑前，工作人员向边检干
警和海关工作人员介绍了
百 位 抗 联 烈 士 的 英 雄 事
迹。随后，民警向革命烈
士敬献鲜花，表达对为国

捐躯先烈的崇敬和怀念之
情。

据了解，该站党委还将
这次活动与党史教育活动
有机结合，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红色教育活动。组织干
警参观了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鸭绿江国境铁路大
桥，观看了红色电影，并开
展了“我该怎么干”大讨论
活动，引导广大民警不忘初

心，牢记光荣传统，持续砥
砺奋进。

通过开展系列活动，党
员的党纪党规意识明显提
升，党性修养得到明显增
强。大家纷纷表示，要以这
次活动为契机，继续发扬革
命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
念、强化使命担当，更好地
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
代使命任务。

集安边防检查站

开展祭先烈强党性活动

为深切缅怀英烈功绩、弘
扬英烈精神，清明节前夕，延
边边境管理支队二道边境检
查站组织民警开展“缅怀革命
先烈，追思英烈足迹”主题纪
念活动，用绿色环保的文明祭
扫方式缅怀先烈。

活动中，组织全体民警利
用手机登陆中华英烈网、国家
公祭网、中国文明网等开展祭
奠活动，温故英烈先进事迹，
参观英烈遗物，拜读纪念英烈

的文章。同时，还通过网上点
烛、献花、献辞、留言、发表祭
文等形式，表达对革命先烈和
公安英烈的感恩和敬仰，追忆
他们的丰功伟绩，感悟他们的
理想信念。

通过此次活动，引导民警
采用网上祭奠的方式表达对烈
士的怀念之情，形成文明健康
的祭祀新风尚，进一步凝聚警
心、鼓舞士气，为下步工作的开
展打下坚实基础。 （陶莹）

二道边境检查站

文明祭祀树新风

近日近日，，龙井市开山屯龙井市开山屯

边境派出所召开教育整顿边境派出所召开教育整顿

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专题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专题

研讨会研讨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会议传达学习了

《《国家移民局党风廉政建国家移民局党风廉政建

设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设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围围

绕会议精神展开探讨绕会议精神展开探讨，，参参

会民警结合自身岗位谈个会民警结合自身岗位谈个

人感悟人感悟，，全面排查分析可全面排查分析可

能存在的风险隐患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并提并提

出意见和建议出意见和建议。。

薛景枫薛景枫//摄摄

4月 1日，怀着无比崇敬的
心情，珲春市板石镇全体干
部、派出所、边境检查站、中小
学校和部分群众70余人，早早
来到陵园，整装肃立，共同缅
怀革命英烈。活动通过奏唱
国歌、默哀、少年中国说诗朗
诵、敬献花圈、瞻仰烈士纪念

碑依次庄严进行。
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激发

了全镇干部群众的爱国主义精
神，提醒大家坚守不忘初心来时
路，奋勇向前担使命的理想信
念，进而立足本职，锻造过硬本
领服务全镇发展，以优异成绩庆
祝建党一百周年。 （游朝）

板石镇

缅怀革命先烈 汲取前行力量

遗失声明
李 雨 轩 身 份 证 号

220323200410274513丢失，声明作
废，丢失后的违法用途一切责任与
本人无关。

遗失声明
韩 刚 身 份 证 号

220323197210106617丢失，声明作
废，丢失后的违法用途一切责任与
本人无关。

遗失声明
鲍 昕 昊 身 份 证 号

220323200112080411丢失，声明作
废，丢失后的违法用途一切责任与
本人无关。

遗失声明
李 卫 东 身 份 证 号

220323197006197531 丢失 ，4 月 1
日丢失，声明作废，丢失后的违法
用途一切责任与本人无关。

遗失声明
李 丽 颖 遗 失 残 疾 证 ，证 号

22030319850624302X12，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韩 国 志 遗 失 残 疾 证 ，证 号

22030319700530221844，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四平市绍华液压设备有限公

司，注册号：220300000015214，法
人：胡少华，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朱 秀 春 遗 失 残 疾 证 ，证 号

22032219650919329152B1，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庞 华 遗 失 残 疾 证 ，证 号

22030319950505381943，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颜 艳 遗 失 残 疾 证 ，证 号

37088119910120632062，声 明 作
废。

遗失公告
产权人：刘柏学，身份证号码：

220322197812242636.王艳茹，身份
证号码：220322198010172642
坐落在小城子镇刘柏学等个体联
建商业楼 101.201.301 室，产权证
号：吉（2017）梨树县不动产权第
0010925 号。混合结构房屋面积
160.83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丢失。
公告声明作废。与此相关权利人
及责任人对此公告有异议，应在公
告之日起 15日内向梨树县不动产
登记中心（电话：5252002）提出异
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根据

《房屋登记管理办法》准予补发证
书。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公告

杨丽荣、王孝平：
本院受理原告李顶娇、赵长利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法
定假时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合议庭
（双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双辽市人民法院
公告

金安立、李春芝：
本院受理孟庆亮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法定假时顺
延）在本院第十二合议庭（双山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双辽市人民法院
公告

侯敏：
本院受理原告于秀萍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法定假时
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合议庭（双山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双辽市人民法院
公告

杨金生：
本院受理原告王维权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法定假时
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合议庭（双山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双辽市人民法院

为深刻认识和学习党史，
把握党史教育学习的重大意
义，白山边境管理支队苇沙河
边境派出所开展多项活动，切
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苇沙河边境派出所全体
党员民警围读党史，交流探讨
学习经验，学习心得。用党的
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
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
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
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营
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全体党
员民警自觉学习党史，丰富自

身的党史知识，借鉴和学习党
的成功经验。

在此次党史学习中，苇沙
河边境派出所开展多种党史学
习活动和实践活动，使民警在
交流中增长见闻，在思想碰撞
中拓展视野，看到了差距与短
板，更开拓了工作视野与思路，
为单位长足发展积蓄了强大的
思想动力。在党史的学习中吸
取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智慧，
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以更加优异的成绩
迎接建党100周年。

（闫续）

苇沙河边境派出所

掀起党史学习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