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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范围：全腹探查术、胆囊切除术、阑尾切除术、胃十二指肠溃疡穿
孔修补术、肝囊肿开窗引流术；腹腔镜联合胆道镜治疗胆总管结石；腹腔镜
辅助下胃癌与结直肠癌根治术等。

独特优点：1．创口小：腹部微小切口0.5cm至1cm，有“钥匙孔”之
称 。2．疼痛轻：患者疼痛感小，手术采取静脉麻醉，患者在睡眠的状态下
完成手术。3．术中出血少：微创手术视野比较清楚，血管处理手术会更精
细，加上采用超声刀等先进止血器械，有助于减少出血量。4．恢复快：能
够减少对脏器的损伤和对脏器功能的干扰，使术后恢复时间缩短。5．住
院时间短：一般情况下手术后6-8小时可下床，12-24小时肛门排气即可
进食，3-5天出院，一周后基本恢复，费用相对降低。

国内最先进腹腔镜设备

白城市医院普外科全面采用腹腔镜微创手术技术

联系人：普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 张殿臣
预约热线：0436-3537151 13504360980
白城市洮北急救电话：96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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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最高端影像设备(1.5T核磁共振、128排256层CT) 咨询电话：0436-3537711

白城市平价商店和农贸市场主要副食品价格
2018年1月16日 单位：元/500g

备注：“—”代表无货或缺货。
白城市价格监测中心 白城市商务信息中心 提供

商品
名称

大 米
精 粉
豆 油
猪 肉
牛 肉
羊 肉
鸡 蛋
活鲤鱼
青 椒
豆 角
西红柿
茄 子
水黄瓜
芹 菜
蒜 薹
土 豆
甘 蓝
大白菜
洋 葱
韭 菜

规格、等级

普通大米
50斤袋装
桶装5L
后 鞧

去骨后腿肉

新鲜完整
1千克左右
新鲜一级
架豆王
新鲜一级

不同季节市场
主流品种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平 价 商 店

欧亚
超市

2.28
2.10
45.90
12.00
30.50
-

4.58
7.20
3.58
4.88
1.98
2.98
2.58
1.98
4.18
1.58
1.98
0.58
0.98
2.98

天和
超市

2.00
2.00
47.00
10.99
-
-

4.59
6.99
4.22
5.99
1.99
3.16
2.59
2.13
3.49
1.29
1.78
0.79
1.29
3.99

明客多
超市

2.28
1.78
45.90
10.48
29.90
29.90
4.49
5.49
3.59
6.49
2.49
2.69
1.99
1.69
5.49
1.29
1.49
0.69
1.18
3.49

大润发
超市

2.28
2.14
48.97
10.50

-
-

4.20
7.33
4.22
6.55
2.96
2.98
2.99
1.99
5.73
1.59
1.78
0.59
1.30
4.56

中智
超市

2.19
1.99
45.90
10.59
27.99
29.99
4.49
7.29
3.29
5.99
1.79
3.00
2.49
1.49
4.79
1.49
1.49
0.79
0.99
4.49

小崔
超市

2.28
2.10
44.8
11.89
30.50
30.50
4.68
6.99
3.89
5.99
2.59
2.59
1.99
1.59
5.59
1.29
1.59
0.79
1.18
3.99

农贸市场

瑞光
市场

2.30
2.20
50.00
12.00
30.00
30.00
4.60
7.00
3.50
6.50
3.50
3.00
3.00
2.00
6.00
1.20
1.50
1.00
1.00
4.00

吉鹤
市场

2.30
2.20
50.00
12.00
30.00
30.00
4.60
8.00
3.50
6.50
3.50
3.00
3.00
2.00
6.00
1.50
1.50
1.00
1.00
4.50

市场
平均
价格

2.28
2.13
48.97
12.08
30.60
30.64
4.68
7.35
4.22
6.55
2.96
3.16
3.04
2.13
5.73
1.59
1.78
0.99
1.30
4.56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
定，对白城市区2017年出租汽车运营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出租汽车运营许可依法予以注销。现按照注销程序向社会公告
如下：

白城市万康轿车出租有限公司，运营许可证号为
1080000043 （原车牌号为吉 GT0217，道路运输证编号为
220800300043）；运营许可证号为1080000048（原车牌号为
吉GT0309，道路运输证编号为220800300048）。

白城通达出租汽车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许可证号为
1080000736 （原车牌号为吉 GT0212，道路运输证编号为
220800300736）； 运营许可证号为1080000771（原车牌号为
吉GT0392，道路运输证编号为220800300771）；运营许可证

号为1080000737（原车牌号为吉GT0219，道路运输证编号为
220800300737）； 运营许可证号为1080000743（原车牌号为
吉GT0292，道路运输证编号为220800300743）；运营许可证
号为1080000759（原车牌号为吉GT0330，道路运输证编号为
220800300759）；运营许可证号为1080000760（原车牌号为
吉GT0331，道路运输证编号为220800300760）。

对上述白城市万康轿车出租有限公司2个出租汽车运营许
可和白城通达出租汽车发展有限公司6个出租汽车运营许可依
法予以注销。

特此公告
白城市运输管理处
2018年1月10日

白城市区出租汽车运营许可注销公告

公 告
2018年国家医师执业资

格考试网上报名时间自公告之
日起至 2018 年 1 月 20 日 24
时，白城考点现场确认时间为
2018 年 1月 29 日—2月 9日
（法定假日正常休息），地点为
白城市幸福南大街44号（救助
站 北 门 二 楼），咨 询 电 话
0436-3338088。

白城市医师资格考试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1月16日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记者高敬）供销合作社是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
组织，主阵地在乡村。5年来，我国恢复重建基层供销社1万多家，总数超过
3万家，乡镇覆盖率从2012年的56%提高到目前的95%。

记者从15日举行的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六届理事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上了解到，供销合作社系统加大基层社改造建设扶持力度。5年来，全国恢
复重建基层社1万多家，各地还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综合服务社
等，基本形成了形式多元、覆盖广泛的基层服务组织体系，越来越多的农民
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便利服务。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王侠说，供销合作社系统综合实力实
现跨越式提升，销售总额由2012年的2.5万亿元增长到5.4万亿元，年均增长
15.7%。

她表示，供销合作社系统要在基层社恢复重建的基础上，着力完善经营
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密切与农民的利益联结。多种方式充实基层社服

务功能，把基层社建设与乡村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围绕地方特色产业，发展
农产品市场和初加工等，在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中壮大基层社；同时把基层社
建设与供销社业务发展结合起来，依托基层社建设农资经营网点、电商服务
站、庄稼医院等，在拓展经营服务阵地中做强基层社。

在农村流通领域，供销合作社一直是主力军。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有
助于解决制约农村流通发展的瓶颈问题。王侠表示，供销合作社系统一方
面要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推动农产品批发市场、连锁超市和专业合
作社开展各种形式的产销对接，建立健全联结机制，形成长期稳定的产销
关系。

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村电商平台建设，除发展全国平台外，要因地制宜
发展区域电商，重点发展满足本地居民消费需求的电商业务，努力打造供销
电商“本地生活品牌”。同时，加强县域物流配送网络建设，建设县域物流配
送中心、乡镇物流配送站、村物流配送点，打通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

全国95%的乡镇又有了供销社

1月15日，市民在秦皇岛市海阳镇鲤泮庄村的一个大棚内欣赏盛开的樱桃花。
近年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海阳镇引导农民种植大棚樱桃、草莓、桃等，形成了四

季瓜果飘香的景象。据介绍，目前该镇包括大棚果树在内的林果面积达1500多亩，种植户每
亩年纯收入达5万元。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新华社武汉1月15日电
（记者黄艳）湖北正在建设天
基物联网，把基站搬到天上，
信号可覆盖全球，以后在海
洋、沙漠、荒岛这些地方都能
上网。计划今年底发射的两颗
100千克量级试验星，目前正
在抓紧研制出样。

记者日前从中国航天三
江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这家
公司正在打造的“行云工
程”是低轨窄带通信卫星星
座，即天基物联网，信号可覆
盖全球。这也是湖北第一个通
信卫星星座。

去年底，湖北省最大商业
卫星公司航天行云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成立。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刘萧磊介绍，“行云工程”
分为三个阶段，首个阶段到
2018年底完成两颗100千克
量级试验星发射，将验证不少
关键技术，开始初步运营；到
2020年前完成12颗星组网，
实现初步盈利能力；第三阶段
进行“补星”，最终约80颗小
卫星组建星座，实现全球覆
盖，业务拓展到国外。

天基物联网和地面物联网

相对应，就是发射若干颗卫星
上天组网，以卫星为基站，为
地面用户提供物联网服务。天
基物联网应用非常广泛，尤其
是在地面网络无法覆盖的偏远
地区和应急需要时，如为应急
救灾快速建立通信链路和指挥
系统，为户外运动遇险人员搭
建生命保护线，为海洋渔政提
供动态监测信息，为水利防汛
系统管理防汛地区，为勘探科
考野外作业提供通信保障等。

湖北建设天基物联网

我国将全领域全链条推进标准化建设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记者王优玲）

我国将全领域、全链条、全方位推进全国标准
化建设，以解决标准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引领全面质量发展。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在15日举行的
全国标准化工作会议上说，要从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生态全领域推进标准化，从产业协同、
要素协同、区域协同、城乡融合、军民融合全链
条推进标准化，从标准制定、实施、管理、监督、
服务全流程推进标准化，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全方位推进标准化。

“解决标准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
加强全面标准化建设。”国家质检总局副局
长、国家标准委主任田世宏说，从标准供给
看，虽然改革已经打破政府单一供给标准的格
局，但市场标准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市场主
体标准化活力还没有得到完全释放。

从标准结构看，标准体系“两头小、中间
大”问题依旧突出，服务业标准占比偏低，农
业标准化生产普及率有待提高。虽然工业领域

标准占比超过70%，但新兴产业领域标准又
显著偏少。

田世宏说，要用标准筑牢安全底线，维护
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
并用标准拉升质量高线，满足人民更高品质生
活需求。

他强调，要紧盯消费结构升级，落实《消
费 品 标 准 和 质 量 提 升 规 划 （2016-2020
年）》，持续开展消费品安全标准“筑篱行
动”，在家用电器、纺织服装、食品化妆品、
儿童用品等日常生活用品领域，坚持以消费者
需求和满意度为导向，兼顾安全性、舒适性，
增加个性化、高端化、高品质标准供给。

据介绍，2017年，国家标准委废止414项
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01项计划项目，废止873
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和1447项计划项目，政府标
准进一步“瘦身健体”，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
力。在团体标准方面，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注
册的社会团体达到1157家，公布了2159项团
体标准信息，团体标准试点范围逐步扩大。

我国将探索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记者王立彬）作为一项重
大创新，我国将探索农村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农户资格
权、宅基地及农房使用权“三权分置”。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15日在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
议上说，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
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
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是一项重大创新。各
地在改革试点中要认真开展农户资格权的法理研究，探索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具体实现形式，可以重点结合发展
乡村旅游、返乡人员创新创业等先行先试，探索盘活利用
农村闲置农房和宅基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乡村
振兴的经验和办法。

姜大明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挥土地制度特有优
势，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但土地增值收益用于

“三农”不足，建设用地安排重城轻乡问题突出。现在到
了将土地增值收益更多投向“三农”的时候了。要坚决破
除制度障碍，解决乡村建设用地制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要以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为目的，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
值收益，激活农村沉睡土地资产。

姜大明强调，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这个口子不能
开，按规划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这个原则不能破，要严
格禁止下乡利用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私人会馆等。

新华社长沙1月15日电（记者明星）记者日
前从“湖南考古汇报会”获悉，2017年湖南考古
勘探、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科技考古获得一系列
成果，陶瓷考古有很多亮点，尤其是汉晋窑址的收
获颇丰。湖南考古还首次走出国门，在孟加拉国一
处佛教古城遗址取得重大发现。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介绍，湖南
衡阳大浦洋塘山墓群与窑址抢救性发掘取得了重要
的考古收获，首次在湘江中游发现了年代衔接、演
变序列清楚的汉晋龙窑，其中有3座窑址为目前湖
南所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晋时期龙窑；汉代印纹硬
陶窑址的发现不仅为大浦机场汉代墓葬出土的硬陶
找到了窑场，更是为湘江中游地区大量印纹硬陶的

产地提供了线索。
湘阴岳州窑在2017年的主动发掘中，首次明

确发现了东汉时期岳州窑的窑炉，解决了长期以来
对岳州窑东汉时期窑炉形制的疑惑。郭伟民说，岳
州窑的发现，再次证明湘江下游确实是早期青瓷的
起源地之一。

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发掘揭露的遗迹遗物表
明，唐五代的石渚是长沙铜官窑窑业产销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挖泥坑、瓷土矿带以及较多彩绘瓷器
的发现证实了唐五代石渚制瓷活动的繁荣，特别是
具有外销瓷风格瓷器的出土，证明石渚片区也是长
沙铜官窑外销瓷的产地之一，是中晚唐海上丝绸之
路和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端口之一。

郭伟民介绍，此次发掘所在区域被当地村民称
为“樊家坪”（音），而“石渚”和“樊家”均见于
黑石号沉船，黑石号沉船著名的“湖南道草市石渚
盂子有明樊家记”褐书题记碗，极可能就出自于此
地。这一重要发现为长沙铜官窑作为海上丝绸之路
的起点站之一提供了铁证。

汇报会还介绍，由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参与的
中孟联合考古队2017年对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古
城纳提什瓦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揭露出一座塔院
和僧院的综合体，其中神殿2号形态独特，当属
2017年度全球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中孟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湖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研究员柴焕波表示，考古发现和研究表
明，毗诃罗普尔遗址能代表一种建筑群的杰出范
例，或为一种已消逝（或模糊）的历史传统提供
一种特殊的见证。而且它还与地方史的重建、佛
教文明传播、中孟交流这些重大主题联系在一
起，意义非凡。

湖南公布多项考古成果

上海加强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 每人月领1800元生活费
新华社上海1月15日电（记者吴振东）记者15日从上

海市民政局获悉，自2018年1月起，上海建立并实施“困
境儿童基本生活费保障制度”。这是上海进一步完善儿童福
利体系，加强困境儿童保障的一项重要举措。

据了解，该制度明确的保障对象为：具有上海户籍，因
父母双方监护缺失、监护不当导致陷入困境，或父母一方监
护缺失、监护不当，且另一方无抚养能力导致陷入困境，由
祖辈、亲属朋友、相关单位和组织实际照料，同时未满18
周岁的未成年人。

“监护缺失、监护不当”的界定范围包括：监护人失踪
（或宣告失踪）、重残、重病、依法被剥夺人身自由（如服

刑、强制戒毒等）、查找不到，和虐待、遗弃、意外伤害、
不法侵害等导致未成年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情形。

符合上述条件的未成年人（困境儿童）都可申请领取基
本生活费，每人每月1800元。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不计入
实际照料人家庭收入。

相关制度还明确，符合上述情形，年满18周岁，在学制规
定年限内，仍在全日制高中阶段（包括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
业教育）就读的，可继续享受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直至毕业。

另悉，上海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也从今年1月起调整，
其中社会散居孤儿的基本生活费标准从每人每月1700元，
上调至1800元。

（上接一版）几年来，孙殿友多次资助多位癌
症患儿进行治疗，捐款累计近万元，捐资助学
的费用更是不计其数。

2017年，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老区办举行
赴哈尔滨慰问百岁抗联老战士的活动。一直在
黑吉两地有生意往来的孙殿友听闻此事，曾是
军人的激情又被点燃，他立即参加了慰问团，活
动中向抗联老兵李敏捐助慰问金1万元。

孙殿友始终关注民生问题，自脱贫攻坚工
作开展以来，他从多方面了解到其任务的艰巨
性和重要性，主动与政协领导沟通，提出要利
用自己的优势和资源，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
作用。

洮南市瓦房镇兴盛村是国家级贫困村，为
了助其脱贫，国家已投入100余万元建设了20
个温室大棚，但是种植品种的选择却成了难题。
因为温室大棚项目要有较高的投入产出率，需
要在种植品种、发展方向上借鉴先进经验，进行
科学谋划，精准施策。了解到这一情况，孙殿友
从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明家食用菌农民专业合
作社带回了较为先进的食用菌种植技术，不仅
科技含量高，而且效益非常可观。经政协领导协
调，孙殿友与兴盛村达成了食用菌温室大棚种

植意向协议，食用菌种植的棚间管理、技术指导
均由其团队负责；村委会负责组织有劳动力的
贫困户及其他农民进棚工作，他负责回收食用
菌产品。目前，孙殿友已经投入资金260余万
元，在黑龙江自己的食用菌基地,为兴盛村培育
出食用菌苗100余万支,而且菌苗长势良好。
2018年春菌苗即将入棚，当年5月即可收益，
预计每个温室大棚的年净收入均可达3万元以
上。在可期待的2至3年内，不仅可以使贫困户
脱贫，而且将促进该村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实现
农民收入较大幅度的增长。

在对洮南市洮府乡桥南村的扶贫工作中，孙
殿友出资长期资助3名贫困大学生，直到他们完
成大学学业，前不久，他还为该村3户特困家庭送
去了煤炭,及时解决了困难户越冬的难题。

孙殿友致富不忘乡亲，热心公益事业，
积极为白城发展助力加油，充分发挥自身行
业、技术和资金的优势，切实解决扶贫工作
中的实际困难，履职尽责，树立了政协委员
的良好形象，扩大了政协工作的影响。谈起
今后的打算，孙殿友希望把企业做大做强，
为更多的下岗职工提供就业岗位，为白城的
发展再立新功。

一腔激情写担当 乐把白城作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