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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脑卒中防治联盟医院 国家卒中中心挂牌医院

白城市医院神经内科全新致力于脑卒中治疗和筛查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专家每周六上午在白城市医院坐诊 咨询电话：0436-3537070

吉林省长春市儿童医院知名儿科权威专家全年在白城市医院坐诊 咨询电话：0436-3537092

白城市医院影像中心新购入最高端影像设备(1.5T核磁共振、128排256层CT) 咨询电话：0436-3537711

扫一扫，请关注！

联系电话：0436-3537202（医生办） 3537212（主任办）
白城市洮北急救电话：963120

主治：脑梗塞、脑出血等神经内科常见病、多发病与疑
难杂症，其治疗水平在白城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独具四大特色：
一、率先组建我市目前唯一一个“卒中单元”，并形成本领

域内开展急性缺血性脑血管超早期溶栓治疗及肢体康复、语
言康复、心理康复、吞咽康复于一体的综合性管理体系。

二、紧跟国际、国内神经内科发展脚步，在卒中单元基
础上开展多学科合作，建立卒中绿色通道，为脑卒中病人提
供最规范、最及时、最科学、最系统的综合治疗。

三、是吉林省市、州医学特色专科和白城市医院品牌科

室。曾被白城市总工会评为“五一”巾帼标兵岗，获白城市
科技进步奖3项，发表专业学术论文数篇。

四、选派骨干医生去北京、上海、大连、长春等地进修学
习，积极参加每年神经内科高
峰论坛，密切注意国内、外神经
内科发展动向，将最新科研成
果应用于临床。

白城市医院神经内科全体
医护人员愿为广大人民群众健
康保驾护航！

公告
白 城 中 心 医

院 急 救 中 心 的 电

话 由 96120 更 改

为 3296120， 特

此公告。

白城中心医院

2017年2月15日

司法考试
喜 报

热烈祝贺以下学员：

白城师院栾无寒、梵文

凯，洮北区检察院卢梦，

铁路法院高晶等人通过司

法考试。

百石指南针司法考试

联系电话:18844602222

联系人：罗志龙

按照市委、市政府“四城联创”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为
加大治理城区非法小广告的力度，彻底消除城市“牛皮癣”，
保证城市和居民生活环境整洁、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规定，市城管执法局、市公安局联合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整治非法小广告专项行动，现将整治工作有关事项通
告如下：

一、本通告所称的小广告是指在街路两侧和小区内的建
筑物、构筑物、公共设施和地面、树木以及小区楼道内，采
取喷涂、刻画、胶粘、张贴等方式进行的各类非法广告宣传。

二、对在城区内喷涂、刻画、胶粘、张贴各类非法小广
告难以清除的，由城管部门依照《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责令清除,并对行为人处以
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组织者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
所得,并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
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同时对广告中标明其通讯工具号
码的，予以追呼暂停使用。

三、对小广告内容中含有办假证、假文凭、假发票、贩
卖枪支等各类违法内容的行为人，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严厉
打击，对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五十二条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行政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
日以上10日以下行政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
任。

四、非法小广告管理和清除责任：
（一）城区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体业户的建筑墙体、

门窗、地面和围墙等部位存在非法小广告的，由产权单位、

所有人或使用单位、使用人按照“门前三包”责任的要求，
加强管理并自行清除干净。

（二）街路两侧路灯杆、电线杆、通讯杆、交通标志杆、
道路指示牌、公交站点、邮政信箱等各类公共设施上的非法
小广告，由设施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负责管理和清除。

（三）小区内的所有非法小广告由物业公司负责管理和清
除；非临街两侧无物业公司管理区域内的所有非法小广告由
所在街道、社区负责管理和清除。

以上单位和个人对责任区域内非法小广告随时出现随时
清除，不清除或清除不彻底的，由城管部门按照《吉林省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责令清除并依法
予以处罚，同时进行公开曝光。

五、对阻碍、妨碍整治非法小广告执行公务的行为人，
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
条，处以行政拘留；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其刑事责任。

六、建立社会奖励制度。将正在实施喷涂非法小广告行
为人扭送到城管部门或公安机关的公民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
元。

七、整治非法小广告行为举报电话：
0436-3666533 18504366037
18504366600 13321460777
18504365757
八、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白城市公安局
2016年10月31日

关于集中整治非法小广告的通告

本科专业名称及方向

护理学

英语（教育方向）

广告学

金融学

法学

社会工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土木工程

（建筑工程方向、道路桥梁方向）

学制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学费（元）/年

1980元/年

1980元/年

1980元/年

1880元/年

1880元/年

1880元/年

1880元/年

1880元/年

本科专业名称及方向

工商管理

会计学

物流管理

小学教育

学前教育（学前教育管理方向）

汉语言文学（师范方向）

水利水电工程

行政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

（卫生事业管理）

学制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学费（元）/年

1880元/年

1880元/年

1880元/年

1750元/年

1750元/年

1750元/年

1750元/年

1750元/年

1750元/年

专科专业名称及方向

护理学

英语（教育方向）

广告（营销传播方向、设计与制作方向）

金融（货币银行方向）

金融（金融与财务方向、保险方向）

法学

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管理方向）

道路桥梁工程施工与管理

工商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方向、市场营销方向）

会计学（财务会计方向）

物流管理

社会工作

学制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学费（元）/年

1850元/年

1850元/年

1850元/年

1750元/年

1750元/年

1750元/年

1750元/年

1750元/年

1750元/年

1750元/年

1750元/年

1750元/年

专科专业名称及方向

药品经营与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小学教育

学前教育

汉语言文学

汽车（汽车维修方向）

建筑施工与管理

水利水电工程与管理

园艺（林学方向、园林方向）

行政管理

物业管理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数控技术方向、机电方向）

学制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学费（元）/年

1750元/年

1750元/年

1650元/年

1650元/年

1650元/年

1650元/年

1650元/年

1650元/年

1650元/年

1650元/年

1650元/年

1650元/年

报名请携带：
1．身份证、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各3份。2．本科需要学信网（www.chsi.com.cn）学历认证书。3．护理学本、专科带专业毕

业证、护士执业资格证、在岗证明。4．近期免冠小2寸彩照4张（蓝底浅服饰）。5．第一年学费、教材费。

国家开放大学隶属国家教育部，是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基础上建立的，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办学网络立体覆盖全国城
乡，主要面向成人开展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其学历证书可享受职称、职务晋升、考干、工资与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同等
待遇。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白城分校开放教育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学历教育项目，是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教学的一种新
型教育形式。开放教育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灵活就读，是广大报读者解决工、学矛盾，实现获得大学毕业文凭的最佳选择。

值此2017年春季招生之际，我们愿以“培养人才是我们的初心，做好服务是我们的责任”为指导思想，热忱欢迎每一个有志
于圆梦开放教育的人们来校学习深造，努力为您助力加油，倾力构建成才的天梯。

招生对象为本科具有国民教育系列相同或相近专业高等专科（含专科）以上学历者，专科为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中等专
业学校毕业生。本科护理学专业招生仅限于护理学专科毕业、持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的在职在岗卫生技术人员。专科护理学专业招生
仅限于中等专业学校毕业、专业对口并持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的在职在岗卫生技术人员。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招生仅限于在职卫生、
医药行业技术人员。毕业证书在国家教育部学历证书网站电子注册，本科学生符合规定，可获得合作院校授予的学位证书。

地址：白城市海明西路锅炉厂胡同 4 号 咨询电话：0436-3338881 13766115216 王老师 18604368883 陈老师 13009060721 韩老师 网址：www.brtvu.cn

国家开放大学（吉林）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白城分校 2017年春季开放教育本、专科招生

拍卖公告
吉林省天盛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下列

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房屋：营业用途，产权证建筑面积为142.56平

方米，位于白城市海明东路135号（白城市步行街
东侧，吉鹤商都路北），参考价格180万元。

拍卖标的展示及报名登记时间：
2017年3月2日至3日
拍卖时间：2017年3月7日9：00
拍卖地点：吉林省天盛拍卖有限公司（海明东

路25号）
网址：http://www.jltspm.com
请有意竞买者持有效身份证件及20%的竞买

保证金到我公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详情请拔打咨询电话：
0436-3245000 15843606978
















 

《白城日报》《城市晚报·百姓生活》广告
是您通往成功彼岸的桥梁,是您联系大众的纽带!

《白城日报》是中共白城市委机关报，《城市晚报·
百姓生活》是《白城日报》和《城市晚报》共同打造的
都市类报纸。两报是面向全国发行的主流媒体，坚持弘
扬主旋律，服务中心，服务民生的宗旨，其权威资讯、
深度观点、实用信息为受众广泛赞誉；其影响力、公信
力、权威性、时效性、发行的广覆盖是当之无愧的白城
第一报。

真诚期望各界有识之士，来白城发展创业，来白城

日报社发布信息，共同铸就我们的辉煌未来！白城日报
社广告业务由白城日报社自主经营。

广告业务联系电话：
白城 0436-3323838
大安 5234360 13251769263
洮南 6323262 13039369889
镇赉 7222023 13943692271
通榆 13204409555

春来了，备耕准备好了吗？
●新华社记者 周楠 陈尚营 张志龙

“雨水”到来，大地回春，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有
利时机。在中央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春
风引领下，今年农民在备耕时有哪些新变化、新亮点、
新需求？

念好“调”字经
人勤春来早，春耕备耕忙。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

是全省有名的产粮大县，全区耕地面积230多万亩。
进入埇桥区农村，绿油油的麦苗一眼望不到边。田间
地头，随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

埇桥区清武家庭农场负责人李勇流转了2200多
亩地，现在地里的小麦苗情很好。“一类苗和二类苗很
多，墒情也不错。”李勇说，现在主要工作是春管，及时
进行除草，控制杂草危害。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中央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政策鼓舞下，很多农民念好“调”字经，种植结
构调整开始出现积极的变化。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牌口乡农民刘进良一度承
包3980亩水田种粮食，曾荣获“全国种粮标兵”称号。

“还按过去的传统思路种粮，效益肯定不高，调结构势
在必行。”近年来，他种水稻的面积已减至2200亩，全
部种高档优质稻，探索出“稻鸭共生、生态种养”的模
式，去年纯收入逾80万元。

刘进良说：“我们要转型种高档优质稻，生产‘优
质优价米’。”

湖南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镇幸福村的蔡红祥是
君山区最大的种粮大户，他认为由于种粮成本逐年上
升，国内外粮价倒挂，天气不确定等因素，种粮效益是
逐年下降的。他去年亏了两万元，今年打算减少种粮
面积，或者调整种植结构，改种其他经济作物。

在山东，一些种粮大户也在产业结构调整上琢
磨。去年秋天，山东章丘农民张保华将自己的玉米提
前收割，做成青贮饲料，平均一亩纯收益720元，“要

比玉米赚钱。”
今年，张保华想继续调整结构，种植小米。“现在

小米的价格是小麦玉米价格的两三倍，要是种植出高
端的小米，价格还要高出不少。”

备好肥料课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作为春耕备耕的重要

一环，肥料直接关系成本和收成，因此备受农民关注。
记者了解到，今年湖南的农资供应比较充足，但

价格却在上涨。据湖南省供销社介绍，目前化肥总体
价格呈上升趋势，与上年同期相比，化肥价格普遍有
较大幅度的涨幅。其中尿素涨价明显，当前是1800元
每吨，去年同期是1400元，上涨28%。

同样，让李勇有点头疼的也是化肥的价格，今年
涨得比较厉害。李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今年1吨化
肥价格在1800元左右，比去年同期涨了500多元钱，
一亩地按20斤施肥量计算，一亩地加上追肥的机械、
工钱等需要28元，“我有2200多亩地，仅此一项，比
去年要多花1万多元。”

山东高密的种粮大户王翠芬最近开始给自家的
小麦准备肥料。王翠芬说，现在一共种了5000亩，其
中小麦2200亩，蔬菜2800亩，“化肥的价格跟去年夏
天没什么变化。”

王翠芬说，这两年国家和地方提倡使用有机肥等
绿色生产方式，但现在有机肥的市场较为混杂。600
元到2000多元一吨的有机肥都有，商家都说自己的
肥料好用，但农民很难做出选择。

唱好农机歌
铁牛驰沃野，农机挑大梁，很多地方从耕田、播

种、喷药、灌溉、收割、烘干实现农机服务“一条龙”，农
机的作用越发凸显。

在益阳市赫山区龙光桥街道米香村，远近闻名的

“种田能手”刘创业正在对旋耕机进行维护保养。“春
耕马上就要开始了，磨刀不误砍柴工，把机器打理好
了，到时候用起来又好又快。”

刘创业对此感触很深。前些年，部分种田散户不愿
意花钱雇农机，但通过种田大户的示范引领，他们也开
始成为农机的“粉丝”。去年，刘创业组织了一个飞机播
撒农药的现场展示，“小飞机在天上飞啊飞，自动巡航，
两分钟就完成一亩，效率是人工打药的30倍。”展示结
束后，很多农民开始雇请无人机团队来打农药。

先进的农业机械能大大降低生产成本。王翠芬这
几年买了十几台喷灌浇地设备，改变了以往大水漫灌
的浇地方式。“一天一台机器浇30多亩。”王翠芬说，
用水也省下不少，以往大水漫灌，一亩要40立方米
水，现在也就16立方米水。“最重要的是节省人工费，
人工可贵了，150元/天。”

今年，王翠芬的“先进武器”又要升级了。她的
1600亩麦地纳入到当地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项目，
将建设水肥一体化项目，上了更加节水的微喷灌设
备，“智能化控制，一个人能控制上千亩，下半年浇地
就能用上，真是期待。”

农民越来越离不开农机，但一些农机质量不过硬
也让他们很“受伤”。

李勇有收割机、植保机、烘干设备等多种农业机械
设备，不过，现在还闲置在仓库里的10台玉米收割机
让他耿耿于怀。李勇说，2014年花了120万元买了这
10台机器，只用了一年就没法用了，“因为效率太低。”

和李勇一样有此困扰的还有宿州市埇桥区西二
铺乡的种粮大户雷修春，他2011年买的两台小麦收
割机已经“老态龙钟”，但新机器价格贵，资金周转不
开。李勇和雷修春希望，农机生产企业加快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提升质量，并对过时的农机开展以旧换新
活动，或者回收改装。“要不然这些大家伙摆在家里，
就是一堆废铁。”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18
日电（记者王靖）记者18日
从内蒙古民政厅获悉，日前
内蒙古民政厅、公安厅、综
治办、卫生计生委等部门联
合，在全区启动了农村牧区
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
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
此项活动计划到 2017 年
底，将内蒙古所有农村牧区
留守儿童纳入有效监护范
围，杜绝无人监护现象。

内蒙古最近开展的留守
儿童摸底排查工作结果显
示，全区现有不满16周岁的
农村牧区留守儿童 26480
人，占不满16周岁农村牧区
户籍未成年人的1.5%。公安
机关将会同嘎查村（居）民
委员会联系外出务工的留守
儿童父母，责令其立即返回
或确定受委托监护人。对于

监护人家庭经济困难且符合
有关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政
策的，民政部门及其他社会
救助部门将及时纳入保障范
围。

对于正处于无人监护、
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无监护
能力状态，且暂时联系不上
外出务工父母的农村牧区留
守儿童，公安机关会就近将
其护送至其他近亲属、嘎查
村（居）民委员会或救助管
理机构、福利机构临时监护
照料，并继续采取多种方式
联系留守儿童父母，及时向
临时监护照料主体通报联系

情况。有关部门还将依法采
取措施，确保适龄的失学辍
学留守儿童返校复学。

对于遗弃没有独立生活
能力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公
安机关将依法予以治安管理
处罚。对于父母和其他监护
人具有对留守儿童长期不予
照顾、不提供生活来源，或
者遗弃致使留守儿童身体严
重损害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
果等恶劣情节，涉嫌遗弃犯
罪的，公安机关、检察机
关、法院将履行侦查、审查
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职
责，予以惩处。

内蒙古所有留守儿童将纳入有效监护范围

（上接一版）
强化舆论宣传。宣传正面自拆典型，加大

对入户宣传动员后主动配合自拆户的宣传力
度，通过正面典型带动其他违建户进行自拆。
宣传包保组典型，通过对包保组好经验、好做
法的宣传和交流，推动其他包保组加快拆违
工作。宣传包保干部典型，对拆违工作中冲锋
在前、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要予以典型宣传。曝
光一批负面典型，通过新闻媒体对拒不拆违、
实施强拆的要坚决予以公开曝光，形成“不能
不拆、不敢不拆、不得不拆”的强大舆论攻势，
促使违建尽快拆除。

强化依法拆违。各区成立拆违攻坚领导小
组，对于拒不拆除违建、严重影响老城改造建
设的“钉子户”，依法启动拆违强制程序，大张
旗鼓公开“拔钉子”，发挥强拆的教育、警示、震
慑作用，力求达到“拆除一点、教育一片、带动
一面”的目的，坚决打好打赢拆违攻坚战。

强化调度督查。市拆违办坚持周调度和
联席会议制度，对全市拆违工作进行答疑解
惑，沟通、协调、调度、指导、督促全市拆违工
作。市督查指挥中心实行双周督查制度，每两
周对各个包保组的工作情况作出公道、客观、
准确的评价，督查结果在全市通报。

今年我市突出六个“强化”推动拆违工作有效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