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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
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8
月28日下午，在洮北区海明街道
民福社区内传出了铿锵有力的合
唱歌声，吸引了从此路过的市民
纷纷驻足观看。这是洮北区海明
街道组织居民在社区内开展的

“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纪念抗战
胜利70周年文艺演出活动。

演出在大合唱《大刀进行曲》、
《游击队之歌》抗日救亡歌曲中拉
开了序幕，歌曲悠扬，气势宏大，营
造了热烈的气氛。随后，居民们又
演出了抗日题材的京剧《沙家浜》、
京韵大鼓《重整山河待后生》和广
场舞《歌唱祖国》、《爱我中华》等歌
颂祖国和抒写爱国情怀的曲
目，这些振奋人心的歌舞节目将
演出推向了高潮。

记者从现场看到，参加文艺
演出的数十位居民无论是年过花

甲还是耄耋之年，均服装统一，
激情高涨。参演居民乌坤明老人
说：“爱国是我们一生的情怀，
唯有牢记抗战那段历史，我们的
祖国和民族才会永远兴旺富强。
能参加这样的演出，让我备感自
豪和幸福。”

精彩的文艺节目让不少在此
路过的市民纷纷驻足观看，受到
了居民群众的一致好评。最
后，演出在男生合唱《黄河在咆
哮》的歌声中落下帷幕。

据民福社区的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民福社区为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传递正能量，举办了这
次文艺演出。活动让居民群众受
到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让在场观众共同牢记历史，缅怀
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从而
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本报讯（王欣荣 记者张殿
文）洮南市把机关作风建设作为
切入点，从研究制定机关作风建
设长效机制入手，近年来，建立
完善了四种机制。

一是建立完善了学习教育机
制。对机关的重点学习内容、主
要学习方式、每年必须达到的学
习时间以及学习效果考核等，提
出明确要求。二是建立完善了
监督约束机制，加强对机关纪律
和作风建设的暗访和检查。制
定了《关于加强机关作风建设的
若干规定》，形成了《洮南市党政

机关干部五不准》，从严约束每名
机关干部的言行，接受各方面的
监督。三是建立完善了考核评价
机制。从德、能、勤、绩、廉方
面对干部进行考核，进一步突
出“德”的位置，量化工作任
务，建立工作目标责任制。四是
建立完善了责任追究机制。建立
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特别是重
特大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对因
工作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
的，从严问责。通过抓机制和制
度建设，全市机关作风发生了明
显变化。

本报讯（郑庆子 苗佳 记者
汪伦）近日，洮南市光明街道光华
社区结合辖区实际，开展了以“崇
尚科学，关爱家庭，珍惜生命，反对

邪教”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他们邀请辖区民警为社区居

民讲述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禁
毒禁赌、反传销、反邪教、防骗

等知识。同时，通过大屏幕滚
动、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
以及悬挂条幅等形式进一步向
群众宣传综治活动。此次活
动，共发放宣传资料600余份，
解答居民疑问50余人次，有效提
高了社区居民的自我防范意
识，为社区落实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各项措施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进一步维护了社区的平安和
谐稳定环境。

镇赉分局四监狱
突出“五字特色”开展监狱民警岗位练兵活动

洮南市光明街道光华社区
开展综治宣传活动

本报讯（孙立发 马金良）监狱
民警岗位练兵活动全面启动以来，省
监狱管理局镇赉分局四监狱党委高度
重视，把岗位练兵活动摆在重要工作
日程，深入动员、周密部署、精心组织、
认真实施，民警岗位练兵活动呈现出

“快、明、细、严、实”五字特色。
宣传动员，体现一个“快”字。自分

局部署岗位练兵活动后，监狱党委迅
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活动实施
方案。在中层领导和科室民警会上进
行动员，然后各党支部进行再动员，真
正使每名民警都行动起来，积极参与
到活动中。并通过横幅、标语、广
播、墙报、简报等宣传工具，加强对
练兵活动的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活
动氛围，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强化领导，突出一个“明”字。
为加强岗位练兵活动的领导，监狱成
立了以监狱长为组长、副监狱长为副
组长和其他党委委员为成员的活动领
导小组，各党支部也成立了相应的领
导机构。建立健全领导责任制，明确
各支部书记为本单位的岗位练兵活动
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主要责任
人，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
全力抓，其他领导配合抓，民警积极

参与的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制定方案，追求一个“细”字。

监狱党委紧密联系实际，细化岗位练
兵的各个环节，制定了活动实施方
案，并建立岗位练兵活动信息员制
度，每个支部均设立一名信息员，负
责练兵活动信息的上传下达，确保信
息的畅通。

考核检查，落实一个“严”字。
监狱党委认真执行省局、分局岗位练
兵活动考核标准，狠抓工作措施和责
任制的落实。坚持从严考核的原则，
对检查考核发现的问题，下发整改通
知书，限期整改。将考核结果与绩效
考核挂钩，与年终评选先进、公务员
考核挂钩，将各党支部参与练兵情
况、练兵质量纳入政工考核，对练兵
不合格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

练兵效果，强调一个“实”字。
为了提高民警的体能，监狱防暴队每
次训练前进行的3公里长跑，民警普
遍反映体能提高较快。由于集中统一
训练，机关各支部、各监区也普遍较
重视警体训练的组织，单位之间、民
警之间更是形成了比训练、比成绩的
良好氛围，岗位练兵、健体强身的思
想已深入到每个民警的心中。

在吉林通榆县向海村任洪奎的
2公顷地里，青翠的苞米叶子淹没
了人头，正在包浆的玉米再有一个
多月就能收获。

任洪奎掰开新玉米，咬了颗鲜
嫩的米粒，咀嚼着丰收的希望说，

“别看现在是片整齐的玉米地，几
年前，这里是片旱地，春种秋收少
不了浇水。”

“过去即使浇水一公顷也就能
产苞米1.4万到1.5万斤。”任洪奎
说，近两年雨水多了，土地不干
了，也省得浇水了，每公顷能产玉
米1.6万到2万斤。

旱地变成不需要浇水的良田，
得益于近年来吉林省实施的河湖连
通工程，改变了当地的“小气
候”，降雨量多了。

据介绍，2012年吉林省实施
河湖连通工程，让干旱的泡泽、鱼
塘、水库注满了活水，增加了当地
的蒸发量，改变了原来干旱少雨的
小气候，雨水逐渐增多。2000年
到2010年，位于吉林省西部的通

榆县平均降雨量为 253 毫米。
2012年实施河湖连通工程以来，
降雨量连续3年超过400毫米。

通榆县农民韩良12年前承包
了400多亩泡塘，本来想养鱼养蟹。
但2000年以后就一直干涸断水，泡
泽成了盐碱地，韩良只能赔钱在鱼
塘里种地。实施河湖连通工程后，
泡塘日渐水涨船高、鱼虾肥美。

400多亩水塘养了10万斤鱼
和螃蟹，胖头鱼、草鱼重达10多斤。
韩良在岸边开起了农家乐，支起铁
锅炖鱼烹鸭，吸引了不少游客，生
意也日渐红火。

由于农民连年开采地下水浇
灌，导致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河湖
连通还有效补充了地下水，从
2012年到2014年，通榆县浅层水
上升了1.2米。

通榆县水利局副局长张殿勇算
了笔账，农民灌溉一亩地光用柴油
就得60－70元钱。通榆全县450
万亩农田，一年下来光柴油费就能
节省好几亿元。 （据新华网）

旱地变良田：

河湖连通改变吉林西部“小气候”
●郭翔 李双溪

洮北区海明街道民福社区
开展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文艺演出活动

●本报记者 薄秀芳

公 告
洮南市电器安装股份合作公司、
洮南通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全体职工：

洮南市电器安装股份合作公司、洮南通力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将进行改革改制工作，请职工于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洮南市光明北街237号（洮南供电局）报到，商
议改革改制工作和办理相关事宜，逾期未报到者责任自
负。

联系人：辛冰
联系电话：13843610088

洮南市电器安装股份合作公司
洮南通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2015年8月31日

拍卖公告
受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办公室的委托，白

城市永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将于2015年9月16日上午10时在白
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拍卖下述标的：

1、大安市恒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住宅楼6号楼一单元六
层西侧，建筑面积：159.54平方米，参考价34.8万元。

2、大安市恒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住宅楼8号楼四单元西
侧（三、四层越层），建筑面积：197.24平方米，参考价44.2万元。

报名地点：白城市永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拍品公开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2015年 9月 14日至

2015年9月15日15时止
办理竞买手续需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份和标的参考价

20%的竞买保证金。
联系电话：13904366040
公司地址：白城市四季华城3号楼7号门市

通 知
原中粮吉林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大安罐头食品总厂企业破

产前拖欠职工工资及生活费，由政府拨付的救助资金予以补发，
现补发工作已经结束，尚有13名职工未领取，具体名单如下：刘
忠先、王宏梅、李秀华、张秀琴、宋良珍、王建利、刘淑英、王国华、
李志华、李静华、李丽、李宪华、徐伟。请上述人员于登报之日起
60日内到中粮吉林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地址：长春市经济开
发区浦东路1199号）办理相关手续，领取政府救助金。逾期未
领取的视为放弃，我司将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将此款返还政府
相关部门。

特此通知
联系电话：0411——85800511
中粮吉林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

2015年8月31日

公 告
大安市安广电气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职工：

大安市安广电气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将进行改革改制工作，请我大
安市安广电气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于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大
安市安广电气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报到，商议改革改制工作和办理相关
事宜，逾期未报到者责任自负。

联系人：韦会利 联系电话：13500835266
联系人：刘国军 联系电话：13843655067

大安市安广电气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 8 月 31 日

注：原企业名称：1、大安县安广电器安装公司
2、大安市安广电气安装公司
3、大安市安广供电局电气安装公司
4、白城电气安装总公司安广分公司

大安市安广电气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定于2015年 9
月15 日，在大安市安广镇政府会议室召开集体企业改
革改制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大安市安广电气安装有限
责任公司改革改制方案》和《大安市安广电气安装有限
责任公司职工安置方案》。请全体职工（不含退休职
工）本人携带身份证件参会；受托人参会的，应当出具
委托人签字并附委托人身份证件的授权委托书，并出具
受托人身份证件。

请各位职工（不含退休职工）看到公告后互相转

告，按时参加会议。
未接到职工大会会议通知的职工（包括由近亲属签

收的集体职工）看到公告后或接到转告后请与联系人联
系，按时参加会议。

联系人：韦会利 联系电话：13500835266
联系人：刘国军 联系电话：13843655067

大安市安广电气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 8 月 31 日

关于大安市安广电气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原企业名称：大安县安广电器安装公司、大安市安广电气安装公司、
大安市安广供电局电气安装公司、白城电气安装总公司安广分公司）

召开职工大会的公告

公 告
洮南市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原洮南市农电电力安装公司）全体职工：

洮南市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原洮南市农电电力安装公司）定于2015年9
月15日在国网洮南市供电公司（洮南市建设东路717号）召开集体企业改革改制
职工大会，审议通过《洮南市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原洮南市农电电力安装公
司）改革改制方案》和《洮南市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洮南市农电电力安装公
司）职工安置方案》。请全体职工（不含退休职工）本人携带身份证件参会，受托
人参会的应当出具委托人签字并附委托人身份证件的授权委托书，并出具受托人
身份证件。

请各位职工（不含退休职工）看到公告后互相转告，按时参加会议。
联系人：王晓东 张 莹
联系电话：13943612777 6333607

国网吉林洮南市供电有限公司
2015年8月31日

拍卖公告
白城市中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拍

卖以下标的：
1、门市楼，建筑面积约49.58平方米，位

于通榆县繁荣大街3569号，参考价27.3万元。
2、吉GH2480奥迪FV7301TFATG轿车，

注册日期2011年1月，参考价25万元。
3、吉G45752解放牌重型半挂牵引车，注

册日期 2008 年 4月，吉G4609 号驼山牌半挂
车，注册日期2007年 7月，合计参考价10万
元。

拍卖时间：2015年9月8日9:30
拍卖地点：白城市中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报名及展示时间：2015年9月6日至9月7

日15:30止。
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身份证及参考价20%

的竞买保证金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联系电话：3233433 8892637
公司地址：幸福南大街26-3号

公 告
大安市舍力电器试验修理所
（镁砂厂）全体职工：

大安市舍力电器试验修理所（镁砂
厂）将进行改革改制工作，请我大安市
舍力电器试验修理所（镁砂厂）职工于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大安市舍力电
器试验修理所（镁砂厂）地点报到，商
议改革改制工作和办理相关事宜，逾期
未报到者责任自负。

联系人：刘波
联系电话：13324363223

大安市舍力电器试验修理所（镁砂厂）
2015年8月29日

公 告
大安市农电物资供应站（金具厂）
全体职工：

大安市农电物资供应站（金具厂）
将进行改革改制工作，请我大安市农电
物资供应站（金具厂）职工于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到大安市农电物资供应
站（金具厂）地点报到，商议改革改制
工作和办理相关事宜，逾期未报到者责
任自负。

联系人：刘波
联系电话：13324363223
大安市农电物资供应站（金具厂）

2015年8月29日

公 告
大安市电力经济开发总公司
全体职工：

大安市电力经济开发总公司将进
行改革改制工作，请我大安市电力经
济开发总公司职工于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大安市电力经济开发总公
司地点报到，商议改革改制工作和办
理相关事宜，逾期未报到者责任自
负。

联系人：刘波
联系电话：13324363223

大安市电力经济开发总公司
2015年8月29日

公 告
大安市安广电器试验修理部
全体职工：

大安市安广电器试验修理部
将进行改革改制工作，请我大安
市安广电器试验修理部职工于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大安市安
广电器试验修理部地点报到，商
议改革改制工作和办理相关事
宜，逾期未报到者责任自负。

联系人：刘波
联系电话：13324363223
大安市安广电器试验修理部

2015年8月29日

公 告
大安市农电印刷厂全体职工：

大安市农电印刷厂（大安市种
鸡场）将进行改革改制工作，请我
大安市农电印刷厂（大安市种鸡
场）职工于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大安市农电印刷厂（大安市种鸡
场）地点报到，商议改革改制工作
和办理相关事宜，逾期未报到者责
任自负。

联系人：刘波
联系电话：13324363223

大安市农电印刷厂（大安市种鸡场）
2015年8月29日

公 告
大安市农电试验所
（电力修试股份合作公司）全体职工：

大安市农电试验所（电力修试股份合
作公司）将进行改革改制工作，请我大安
市农电试验所（电力修试股份合作公司）
职工于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大安市农
电试验所（电力修试股份合作公司）地点
报到，商议改革改制工作和办理相关事
宜，逾期未报到者责任自负。

联系人：刘波
联系电话：13324363223

大安市农电试验所
（电力修试股份合作公司）

2015年8月29日

白城市区棚户区改造
03-09#地块（鹤城壹号小区）临街门市房

回迁安置分配有关事
宜的通知

各回迁居民：
白城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将于2015年9月7日

上午9:00时在鹤城壹号小区物业办公地点组织召
开03-09#地块（鹤城壹号小区，原称四季盛宝）
临街门市房回迁分配大会。回迁居民需持身份证或
户口本、协议书、搬家序号确认书参加会议。望广
大临街门市房回迁居民接到通知后准时参加。

特此通知。
2015年8月31日

单位名称 公告职工姓名 原联系电话
白城电业局物资经销公司电器电料经销处 孙英伟 3254133
白城电业局物资经销公司电器电料经销处 陈杰 13843668823
白城电业局物资经销公司电器电料经销处 于春艳 13634468181
白城电业局物资经销公司电器电料经销处 姚晓欣 13766119909
白城电业局物资经销公司电器电料经销处 孙岱英 13766110222
白城电业局物资经销公司电器电料经销处 石玉珍 3254133
白城电业局物资经销公司电器电料经销处 邰喜珍 3254133
白城电业局物资经销公司电器电料经销处 王凤珍 3254133
联系人：孙鹏亮 联系电话：13766114205

关于白城电业局物资经销公司电器电料经销处
召开职工大会的公告

白城电业局物资经销公司电器电料经销处定于2015年9月
11日，在白城市洮北区长庆北街4号，召开集体企业改革改制职工
大会，审议通过《白城电业局物资经销公司电器电料经销处改革改
制方案》和《白城电业局物资经销公司电器电料经销处职工安置方
案》。请全体职工（不含退休职工）本人携带身份证件参会；受托人
参会的，应当出具委托人签字并附委托人身份证件的授权委托书，
并出具受托人身份证件。

请各位职工（不含退休职工）看到公告后互相转告，按时参加
会议。

未接到职工大会会议通知的职工（包括由近亲属签收的集体
职工）看到公告后或接到转告后请与联系人联系，按时参加会议。

为适应农业种植
业结构的调整，满足
人们对优质西瓜的需
求，解决现实中存在
的问题，使瓜农在有
限的土地上获得更高
的效益，生产出让消
费者满意的高品位的
西瓜新产品，白城市
农科院引进农科大6
号、雪峰新1号无籽
等 11 个品种西爪在
通榆县红光村进行西
瓜新品种高产栽培技
术试验喜获科技成
果。图为农科院科技
人员正在试验地进行
科研。 陈宝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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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姜伟明 于永文）近年来，大
安市“三名”（名合作社、名协会、名经纪
人）组织快速发展壮大数量不断增多，质量
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效益不断提
升，带动作用明显，成为全市农业农村经
济发展重要的推升力量。目前全市农民
合作社达 1801个，专业协会14个，经纪
人3000多名，带动农户近3万户致富。

广泛宣传。采取媒体开办专栏、专题培

训、送科技下乡、发放宣传单等多种形式大
力宣传《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有关知识和
发展“三名”组织的典型做法。目前，全市
农、林、牧、副、渔各个产业和具有优势的
主要特色农业行业都有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加大培训。利用各种培训项目对合作
社、协会理事长、经纪人和财务管理等人员
培训1万余人（次），组织编印了《“三名”
服务体系建设实用手册》5000册、购买

《农产品经纪人》书籍2000本、农业实用技
术书籍3000本发到每位学员手中。市供销
社、农业局还聘请专家和典型合作社、技术
协会作专题报告，进一步提高了办社、办会
能力和水平。

抓好规范建设。为进一步促进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下发了《全市“三名”
组织创建标准》等文件，制定了“三名”服
务组织考核细则和动态考核反馈机制。对安

广镇永富村民意农民专业社、安广粘玉米协
会、叉干镇长城村养殖经纪人董学城等56
个“三名”组织典型，就健全组织、建章建
制、财务账目等项工作进行了70多次规范
建设指导。通过典型的示范带动，多数合作
社、协会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有比较完善
的组织机构、比较规范的章程，按照法律要
求设立了成员账户，定期召开社员大会，并
建立了利益联结和利益分配机制。

加大扶持力度。财政部门每年组织申报
扶持项目5—8个，争取扶持资金100余万
元。2014年，农业局为两个农民专业合作
社开展了高产创建服务项目，实施了农村大
型沼气建设项目，农机补贴、畜牧园区也都
优先向合作社倾斜。市供销社为平安、舍力
两个乡镇专业合作社争取项目资金近600万
元，完成了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2000吨葵
花籽加工扩建项目。

大安市“三名”组织引领农民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