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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杜晓霞 记者郭小
宇报道 自开展“六域”党建引
领“三城”创建工作以来，临江
市建国街道以街道党工委为

“圆心”，以辖区包保单位为“半
径”，以城乡基层治理根基为目
的，建立共驻共建党建联盟。

建国街道坚持党建引领，
推进党建联盟建设，在“六域”
党建引领“三城”创建工作中贯
通责任传导“最优路径”，打通
基层治理“血脉经络”。制定党
建联盟章程，把 4 个社区基层
党组织和 36 个包保单位党组
织分类整合为街道党建联盟，
共商区域发展、共抓基层党建、
共同服务群众、共建美好家园，
形成辖区党组织、党员、群众共

同参与的区域化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新格局。设立议事场所，
制定活动计划、建立党建联盟
联席会制度，共同研究推进“三
城”创建工作，使街道党工委的
牵头作用制度化、常态化、具体
化，促进“党建联盟”高效运转、
实质运行。推行“两员双三长”
制度，建立联络员队伍，各成员
单位分别确定 1名党员干部担
任党建联盟联络员，组建了微
信工作群，随时进行工作交
流。建立信息员队伍，整合 26
名网格管理人员，负责收集“三
城”创建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以
实时拍照形式上传智慧社区

“四级闭合”平台，为党建联盟
建设提供参考。党建联盟单位

为社区配齐配强“双三长”，与
社区“三长”共同开展工作。

建国街道坚持统筹协调，
积极构建“三共”联盟模式，使
各领域党组织都能够共同参与
基层治理、共同服务群众、共同
建设美好家园。通过联合住
建、执法、市监局等 36 家包保
单位，以党建联盟为纽带凝聚
力量,带动区域内党组织从“各
自为战”转为“抱团作战”。在

“三城”创建中组织联盟单位改
善 350 栋楼卫生环境，解决僵
尸车安全隐患、私搭乱建、乱堆
乱放等民意诉求200余个，整治
绿地 136块，面积约 2.7万平方
米，形成“治乱合力”，真正让党
旗时刻飘扬在群众心中。建国

街道在党建联盟单位的帮助下
完成了“家之味”公益餐厅的升
级改造、社区红色小院硬覆盖、
网格党群服务站建设、职工驿站
建设等，街道将所属公益餐厅、
党建工作阵地、文体活动场所、
教育培训设施等资源面向联盟
单位共用，共同开展各类党建、
文体和服务活动，形成区域内资
源共享、发展共谋、服务联动工
作格局，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和满意度。依托“双报到双服
务”“主题党日活动”等，为民出
实招、办实事、解难题。联合开
展“点亮微心愿”“党建联盟·与
爱同行”、环境卫生整治等活动
330次，“我为群众办实事”认领
实施项目48个。

临江市建国街道

积极推进党建联盟建设

为进一步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全
力做好安保维稳各项工作，近日，龙井
市白金边境派出所开展处突演练。

曹海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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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龙潭区江北乡北山村采用“订单种植+深加工”模式，发展红辣椒产业壮大村
集体经济。据了解，该村今年流转约10公顷土地作为红辣椒地块，预计销售收入25万
元。 朱建伦/摄

本报讯 姜雪 记者郭小宇
报道 近日，德惠农商银行为响
应德惠市政府加强疫情防控
常态化团体献血工作的号召，
积极组织动员全行员工开展
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为精神文
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贡献
力量。

该行 26名员工踊跃报名
参与，献血队伍中既有第一次
献血的“新面孔”，也有连续多
年热心公益的“热血老兵”。
大家为爱挽袖，向善而行，在
医务人员的指导下严格遵守
防疫要求，认真填写表格、测
量血压、化验血型、抽取血液，
有条不紊地完成采血工作，共
计献血 9400毫升。一袋袋血
液凝聚着员工浓浓的爱心，一
张张意义非凡的献血证，彰显
着德惠农商银行人的责任担
当。

德惠农商银行

组织员工

无偿献血

近 日 ，长 岭 县 人 民 法
院执行法官奔赴辽宁省朝
阳市开展异地执行工作。

原告姚某某、沈某某诉
被告赵某某、王某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在长岭法院的
调解下，双方当事人自愿达
成调解协议，约定被告于
2020年 4月 30日前，一次性
给付原告 39.36万元。后因
被告未按时履行调解协议，

2020 年 5 月 6 日，原告向长
岭法院执行局申请强制执
行，并提供了被执行人在朝
阳市某区有一套住宅楼的
线索。

执行法官在了解案情
后，第一时间通过电话联系
身处辽宁省朝阳市某区的
被执行人赵某某和王某某，
催促其尽快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但被执行

人当时身处外地。
今年 8 月，执行法官多

次通过电话向被执行人讲
明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的严重后果。同时，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向其讲述
申请执行人近两年来的生
活状况。在执行法官的不
懈努力下，双方当事人终
于达成和解协议。

（海涛）

长岭县人民法院

法官奔赴异地促执行法官奔赴异地促执行

本报讯 伊少军 记者 侯春
强报道“庭院经济别小看,一亩
能顶十亩钱。”9月20日上午，长
岭县光明乡举办庭院辣椒、林下
辣椒，张杂谷谷子种植推广现场
会。

“辣椒项目是朝阳产业，庭
院辣椒和林下辣椒项目是农民
发家致富项目，是发展农村田园
经济项目，是今后全县乃至全省
助推乡村振兴的项目……”长岭
县威隆家庭农场理事长冯秀威、
公主岭市绿公主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陈学亮向来自长春市、
公主岭市、松原市相关企业、合
作社、种植大户代表及各新闻媒
体代表分享今年种植庭院辣椒
的成功经验，大力推广庭院辣
椒、林下辣椒和谷子的种植，让
更多的农民通过种植庭院辣椒
发家致富。

为了带领村民致富，冯秀威
积极引荐光明乡欧力岗村与公
主岭市绿公主种植专业合作社
发展庭院经济，全村种植3公顷
庭院辣椒和示范种植张杂谷谷
子喜获丰收。

村民王明辉今年种植两亩
地庭院辣椒，在公主岭市绿公
主种植专业合作社技术人员的
精心指导下，利用早晚铲地备
地、追肥，辣椒秧苗发绿、壮实，
秋收时节，辣椒秧果实累累。
王明辉高兴地说，庭院是聚宝盆，辣椒就是摇钱
树，尽管今年雨水大，还是比种植玉米收入多，明
年还要大面积种植庭院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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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连祥报道 近日，梅河口市
两户企业分别获得吉林大米十大领军企业、吉
林鲜食玉米优质产品，这标志“中国皇粮御米之
乡”持续打造粮食品牌又创造了喜人成绩。

梅河口市生态环境优良，气候条件优越，白
天日光充足，夜晚相对凉爽，这种气候正好能够
满足水稻、糯玉米生长期间对光照条件的需求，
特有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为高质大米、糯玉
米优良品质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皇粮御米、亚运特供、银饭标准、国家名
牌。”享有这些美誉，得益于梅河口市粮食行政
部门持续不断的培育打造。近年来，梅河口市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确立了品牌化、特色化、高端
化、生态化建设目标，拿出“绣花功夫”，开展优
质稻米品牌建设。启动了我省惟一的大米产品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级示范区创建工作，梅

河大米品牌进入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指导
目录；积极协调上级部门，为企业安装了“质量
安全可追溯系统”，从源头上保障“梅河大米”好
吃、营养、更安全；组织企业参加全国各地的粮
交会，充分展示品牌形象；邀请北方优质米水稻
专家、我国水稻“三早旱育超稀植”技术研究创
始人、国家级研究员许哲鹤为大米企业、种植大
户授课，为梅河大米提档升级“把脉”献智。

在近日举行的吉林粮食品牌建设暨第三届
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大会上，经过省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省粮食行业协会严格评审，梅河口
市长兴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被授予“吉林
大米十大领军企业”称号，梅河口市大架山家庭
农场生产的大架山糯玉米被评为“吉林鲜食玉
米优质产品”。

梅河口打造

粮食品牌再获双奖

近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二道边境检查站组
织开展《国家移民管理机构党的各级委员会工作
规则（试行）》《国家移民管理机构党支部工作细
则（试行）》“大家谈”活动，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期间，党员民警通过集体交流会等形式，认
真对照《规则》《细则》内容，深入开展交流研讨，
畅谈思想认识、分享学习收获、凝聚思想共识。
既提出了合理性意见建议，又激发了干事创业的
工作热情，为推动学习月活动的深入开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此次活动，有效增强了民警学好用好

《规则》《细则》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陶莹）

二道边境检查站

开展“大家谈”活动本报讯 张语宸 报道 正值
丰收时节，在东北广袤的田野
上硕果累累，各类农作物陆续
成熟。随着机械化生产规模的
普及与发展，吉林省远航农业
机械有限公司响应国家号召，
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的
农机装备支撑。

吉林省远航农业机械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15年，位于农安
工业集中区兴农路与创业街交
会处，占地面积 4万余平方米。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
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生产和

销售秸秆打包机的大型农机装
备制造企业。目前，已通过省
农机鉴定中心总站鉴定，荣获
国家多项产品专利。

该公司大力发展农业机械
装备产业，积极投身于农业机
械研发当中，并下沉到农户，了
解农户的真实需求，不断自我
创新，获得了广泛认可。除备
受农户推崇的圆包机、方包机
外，免耕播种机也深受好评，只
需一步便可代替人工播种、施
肥、耕地，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
和人力成本过高的问题，解放

了生产力，促进农
业 机 械 化 生 产 进
程。

2018年公司通
过了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和吉林省
小巨人企业认定。
同年，研发生产出了国内领先
水平的精密免耕施肥播种机；
2019年，与白俄罗斯科学院农
业机械科学实验中心签订技术
合作协议，引进先进的农业机
械技术，促进白俄罗斯农业机
械技术在我国的应用与转化。

远航农机不断发展，促进
了当地农业的现代化生产。
由于其产品稳定、实用、先进、
技能环保，不仅打出了品牌的
口碑效应，还被纳入国家农机
补贴项目。未来，远航农机将
继续加快农机装备创新发展，
成为产业的“领航者”。

吉林省远航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加快农机装备创新发展

遗失声明
梅河口市东北福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动物防疫条件合
格 证 》副 本 遗 失 ，证 号 ：
20150014， 代 码 编 号 ：
220581501150014，发证日期：
2015年4月17日，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吉林省金艺商贸有限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20581MA15943X2B）经 研
究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
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伍佰万
元整减至伍拾万元整，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日内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务，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
利，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进行申请减资，特此公告。
联系人：刘润平
联系电话：18243552666
地址：吉林省梅河口市丽湖生
态城地下车库A45号房

注销公告
辉南县摄影家协会（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220523316710789G）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协会申报债权债
务，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
将依照相关法律和规定办理
注销。特此公告。
联系人：丁库 联系
电话：15944596686
地址：辉南县朝阳镇爱国街四
委六组
房屋所有权继承与赠与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 邵承业、
刘喜云，坐落:辉南县朝阳镇
啤酒厂，建筑面积:46.22 平方
米，用途:住宅，房权证号:吉房
权辉朝字第 200 号，（回迁:民
乐宜居B2号楼2单元1404室，
面积:72.87 平方米）。由子女
邵永梅继承该房屋，配偶刘喜
云一半继承权赠与给子女邵
永梅，其他继承人自愿放弃。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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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所有权继承与赠与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王辉、柳春
华，坐落:辉南县朝阳镇爱国
街一委二组，建筑面积:54.71
平方米，用途:住宅，房权证号:
吉房权辉朝字第 08058 号。
由子女王柳骁继承该房屋，配
偶柳春华一半继承权赠与给
子女王柳骁，其他继承人自愿
放弃。与此相关的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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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所有权继承赠与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王国忠，

坐落:辉南镇永兴村永兴屯，建
筑面积:84平方米，用途:住宅，
结构:砖木，房屋所有权证号:
吉房权辉字第 3126号。王春
莲继承该房屋，配偶景秀丽一
半继承权赠与给王春莲，其他
子女自愿放弃。与此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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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所有权继承与赠与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 张殿君、
邹丽娜，坐落:辉南县朝阳镇
兴工街九委十组，建筑面积:
78.52平方米，用途:住宅，房权
证 号: 房 权 证 辉 朝 字 第
0014878 号。由子女张洪伟继
承该房屋，配偶邹丽娜一半继
承权赠与给子女张洪伟其他
继承人自愿放弃。与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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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