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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通榆县卓伦鹏润置业有限公司（皇家花园小区），位于

建设街开通路，按照县政府一次性处理无籍房文件要求，
拟办理住户不动产登记。与此相关权利人如对此公告有
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通榆县一次性处
理无籍房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提出异议
申请的，将按无籍房管理有关政策，给予办理不动产登记。

1号楼黄淑艳、邹淑玲、齐廷芝、黄向东、丁宏强、王立
华、吴凤喜。2号楼段瑞东、姜海英、王金华。3号楼王宪
兰、朱小龙、左明义、李波、白艳辉、孙仁富、崔志雪、李秀
兰、梁宝林。5号楼吴凤祥、刘巍（2户回迁）。

通榆县一次性处理无籍房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10月10日

吉林金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声 明

中央城项目 1#楼工程，
因预售方案变更，商品房预售
许 可 证 〔白 房 售 证 字 第
（2016018 （一 次 延 期） ）
号〕中预售面积由原3797.25
平方米，共11套，更改为现
预售面积3859.26平方米，共
2套。
吉林金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0日

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法院
公 告

〔2017〕吉0882执287号

魏建辉：
本院执行的大安惠民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吉
0882执287号执行裁定书（确认）。
执行裁定书载明：“魏建辉所有的坐
落于大安市长虹街，房地产证号为
1503727，建筑面积64.63平方米，丘
地号1-5-414-5-502楼房的所有

权，归买受人邱艳菊所有，该住宅楼
的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邱艳菊起转
移”。本院于2018年9月26日10时
开始在淘宝网司法网络平台上公开
变卖，买受人邱艳菊以120,160.10
元的最高价竞得。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大安市人民法院
2018年10月

王青士：舍小家为大家
据新华社沈阳7月15日电（记者李

铮 黄璐）夏日炎炎，上海龙华烈士纪念
馆，草木葱郁，松柏常青。王青士烈士的
侄子王琦指着展窗内的一幅烈士照片
说：“王青士为了干革命，只寄过这一张
自己的照片给刚出生的孩子，叫她‘认认
爸爸’，直到就义也没能见上一面……”

王青士，1907年出生于辽宁沈阳，
祖籍安徽霍邱。1923年进入北京俄文
法政大学读书，结识了当时在法政大
学任教的瞿秋白，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1924年，王青士加入改组后的
国民党，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当
局的注意，受到反动军警侦缉队的监
视，在北京无法继续居留，于1926
年下半年回到家乡安徽霍邱暂避，并
在当地传播马克思主义。1927年底
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霍邱秘密发展党
员，建立党组织。他还发动农民群
众，建立农民协会，并参与组织和领
导了1928年7月的霍邱七二七暴动。

暴动失利后，王青士遭到反动当
局通缉，再次回到北京。先后任北平团
市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30年
夏，他受党的派遣来到山西，任中共太
原特委书记，后任中共山西特委委员
兼组织部部长，为整顿和恢复遭到严
重破坏的山西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1930年 12月，王青士受党派遣
来到青岛，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
神，宣传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
据”的思想，负责重建中共山东省委的
工作。中共山东临时省委重建后，王青
士任组织部部长兼青岛市委书记。

1931年1月，王青士代表山东党
组织，到上海参加党的六届四中全会。
在会上，他与一些同志一起，抵制王明

及其追随者提出的“左”的错误主张。
他还向中央提交一份报告大纲，在报
告中说，“应当抓住群众目前的迫切要
求，以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扩大群众
组织及群众武装的建立”。

1月17日，由于叛徒告密，王
青士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共
产党员和革命者一起，被国民党淞沪
警备司令部逮捕。在狱中，王青士等
人遭受了敌人的酷刑拷打，但他们没
有屈服，始终坚守了党的秘密和共产
党员的革命气节。2月7日，王青士
与其他 23 位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一
起，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
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在上
海龙华英勇就义，时年24岁。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为做好全市2019年立法计划编制工作,
进一步拓宽立法项目需求来源渠道,促进科学
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提高立法质量,
现公开征集2019年立法建议项目,具体事宜
公告如下：

一、征集内容
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吉

林省地方立法条例》确定的立法权限,在“城
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
三个方面事项提出。

二、征集要求
立法项目建议应包括项目名称、项目上位

法依据,项目所调整领域的概况、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办法。
三、征集时间和反馈方式
本次征集立法项目建议截止时间为2018

年10月20日。欢迎广大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的方式提出立法项目建议。

联系电话:3267872 3267875(传真）
联 系 人：王 达
电子邮箱：bcsfgw@163.com
邮寄地址：白城市文化东路1号
白城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邮 编：137000

白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10月12日

为创建干净、整洁、安全的居住
环境，规范养犬行为，依照《吉林省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白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特通告如下：

一、市民禁止携犬进入广场、
步行街、公园、绿地、车站等公共
场所遛放。

二、在其它场所遛犬的，应携
带清扫工具，及时清除粪便。

三、遛犬应当束带牵引。
四、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白

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将予以公开曝
光并依法查处。

五、对阻碍、妨碍执法人员执
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处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特此通告。
2018年10月1日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关于规范养犬的通告

10月11日，设计师在织里童装设计中心的样品展示区内查看不同款式的童装。
近年来，作为童装之都的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积极打造本土童装设计“人才高地”，成立

织里童装设计中心，配备先进的服装设计、制作设备，完善相关配套服务，吸引国内优秀童
装设计团队入驻。目前，中心入驻优秀设计团队20家，常驻设计师240人左右，积极为织里童
装企业提供款式、图案、面料、工艺等各项产品设计研发服务，以及设计培训、流行资讯、
展览展示等延伸性服务。2017年，该中心设计开发童装款式1.5万件（套），投入生产款式1.2
万件（套），入驻设计工作室实现产值2000余万元。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图为王青士像（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10月11日，在河北省故城县郑口第三小学，故城县医院眼科医生在指导学生做眼保健操。
当日是世界视力日。河北省故城县开展“保护视力 从小做起”主题公益活动，组织医务

人员前往学校给孩子们检测视力、普及爱眼护眼知识，使孩子们从小养成爱眼护眼的好习惯。
新华社记者李晓果摄

白城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公告
(第5号)

关于公开征集2019年立法计划建议项目的公告

吉林长春为出租车行业设“红黑榜”显效果

吉林迎来降雪降温 部分地方雪量较大

最高检检察长张军：积极参与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 培育未成年人法治精神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丁小溪）

11日，最高检举办大型未成年人法治节目
《守护明天》第二季首映式活动，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张军强调，检察机关要坚持结合司
法办案，与有关方面密切合作，积极参与未成
年人法治宣传教育。

张军表示，检察机关要以需求为导向，提
供广大未成年人、家长和学校迫切需要的法治

宣传教育产品。同时，抓住突出问题，加强对
未成年人保护新特点新形势的分析，立足典型
案例，深入剖析原因，提出专业意见和建议，
引起社会重视，推动完善制度。此外，注重采
取《守护明天》等这种人民群众尤其是未成年
人喜闻乐见、喜欢看、愿意看的法治教育方
式，潜移默化中培育孩子的法治精神，推动全
社会进一步树立未成年人保护理念。

新华社长春10月11日电（记者孟含琪）漫天要
价，中途加价，强行拼客，任意绕行……在长春机
场、火车站等区域，长期存在一些以违法手段谋取利
益的出租车运营者。为规范运营秩序、保障乘客权
益，长春市于今年8月启动了《长春市出租汽车行业

“红黑榜”管理制度》。记者11日在长春市交通运输
局了解到，经过两批“晒黑榜”，来自乘客的相关投
诉明显下降。

据介绍，9月长春市出租汽车有效投诉共计1586
件，总量环比下降7.36%。执法人员查扣各类违法违
规车辆83台，吊销从业资格证13件。继8月首批

“红黑榜”公布后，9月第二批“红黑榜”中出租车
“红榜”名单15件、“黑榜”名单9件、拟列入“黑
榜”名单4件、重点跟踪对象名单39件。

与“黑榜”相对，列入“红榜”的驾驶员需有见
义勇为、救死扶伤、拾金不昧、好人好事等先进事
迹，且受到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或主流媒体公开表
彰表扬。

根据相关规定，对列入“红榜”的驾驶员及其所
属企业予以加分，对列入“黑榜”的驾驶员及其所属
企业予以扣分。长春市交通运输局向机场、火车站地
区管理部门推送“黑榜”涉事车辆及驾驶员信息，建
议机场、火车站地区管理部门限制“黑榜”车辆及驾
驶员进入出租车专用通道。

据了解，长春市交通运输局将继续开展机场、火
车站区域联合执法行动，加大集中整治频次。同时，
严厉查处出租汽车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从严
从重从快处罚。

网上招抖音、快手点赞员？当心受骗！
新华社深圳10月11日电（记者周科）“点赞一

单0.5—2块，日薪80到150块没问题。时间自由，
单量不限，多劳多得，工资日结，不收押金，不收会
费……”最近，微信群、QQ群里出现号称招聘抖
音、快手点赞员的信息，引起不少网民关注。深圳警
方提醒，这是类似淘宝上“刷单诈骗”的一种新型网
络兼职骗局，骗子只不过是把阵地从“淘宝”转移到
了“抖音”等软件中，目的就是骗钱。

警方介绍，此类招聘宣称的工作内容是，给商家指
定的抖音、快手等用户作品双击点赞，帮作品上热门。
但在实际操作中，骗子为了让受骗者上当，故意先让其
关注一个抖音号，试着“刷”一单，然后再以免会费的名
义让受骗者把推广信息发到其他群“帮忙宣传”。另外，
如果暂时垫付118元购买激活码，受骗者还可以享受
终身的VIP权益。但是交完118元后，骗子又会引导受
骗者进到另一个群，交其他各类费用。

警方表示，在这些诈骗案件的作案手段方面，犯
罪分子利用受骗者的好奇、贪利心理，通过新兴热门

“抖音”“快手”“西瓜视频”App等不断吸引粉丝，
要求受骗者通过扫付款二维码、发红包、转账等形式
支付，一旦骗到钱财立即将受骗者拉黑。从曾经的

“快递录入员”“小说打字员”“兼职刷单”到现在变
种的“抖音点赞员”，花样翻新的套路背后万变不离
其宗，就是为了骗钱。

警方同时提醒，该类诈骗受众人数多、传播范围
广、迷惑性强，网民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不要轻信

“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带有营销、钱款等性
质的视频，更不要轻易向对方转账汇款，如发现被骗
要立即报警。

我国将统筹推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海口10月11日电（记者姜琳）氢

气是最轻的气体，却被视为解决能源资源问题
和环境危机的未来途径之一,受到发达国家高
度关注。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司
长王思强11日表示，氢能也是我国能源革命
重要的探索方向，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打造
好产业环境，统筹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王思强是在当天召开的“2018中国氢能源
及燃料电池产业高峰论坛”上做出上述表述。

近年来氢能在我国的发展热度不断提升，
一些地方政府陆续制定了较大规模的氢能产业
发展规划。氢能相关技术装备也不断加快发
展，各种制氢、输运和燃料电池技术正在陆续
突破，燃料电池汽车如雨后春笋相继涌现，一
批汽车企业已实现小批量生产。

“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氢能产业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王思强
说，氢能和燃料电池关键技术装备发展滞后，
技术标准以及检测、认证和监管体系不健全；
氢能产业体系和商业模式尚不成熟，从制备、

输运到利用等各环节尚处于初步阶段；缺少统
一规划，部分地方发展氢能产业相对无序。

据他透露，对此，有关部门将研究制定我国
氢能产业发展路线图，明确氢能发展战略定位、
目标和任务；同时研究设立一批示范工程，推动
氢能与可再生能源结合、燃料电池分布式发电、
氢储能以及氢燃料电池交通等多元化应用；加
快组织突破燃料电池等关键技术装备，完善有
关技术标准以及检测、认证和监管体系。

“氢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量载体，从长
远来看，可以在高碳排放的工业和电力领域替
代煤炭、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特别是在交通领
域，氢能燃料电池在替代燃料与零排放方面具
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王思强说。

同时，氢能将有助缓解我国弃风、弃光、
弃水问题。王思强表示，利用富裕的可再生电
力制氢，将氢能作为各种间歇性可再生能源与
现有能源体系有机结合的耦合点，有望实现多
种能源跨地域、跨时间优化配置。此外，氢能
还是能源安全保障的重要潜在选择。

新华社长春10月11日电（记者刘硕）从
9日午后开始，吉林省中东部的部分地方出现
雨夹雪或雨转雪天气，吉林省吉林市、通化市
部分地方降雪量较大。

据吉林省气象局统计，此次降雪是今年入
秋以来吉林中东部第一场明显降雪天气，比往
年降雪时间略早。吉林市北大壶积雪深度达
24厘米。通化市辉南县等地降雪量也较大，
山区变身“冰雪王国”，白雪落在红叶之上形

成了独特的景致。
伴随降雪和降雨而来的是降温，目前吉林

大部分地区夜间最低气温已经降至0℃以下，
不少人穿上了棉衣、羽绒服等保暖衣物。降雪
对正在进行的秋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气象部门预计，11日白天，通化、白
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等地仍有小雨或雨夹
雪，当地居民及前往吉林的游客应及时关注天
气变化，提前做好保暖工作。

内蒙古一老人迷信“大仙”被诈骗100余万元
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11日电（记者刘懿

德）花光所有积蓄、变卖2套房产……内蒙古
自治区霍林郭勒市一老人因迷信号称“大
仙”的包某某能“驱邪治病”“算出彩票中奖
号码”，在3年多的时间里被诈骗100余万
元。日前内蒙古警方侦破了这起以封建迷信
方式实施诈骗的案件，为受害人挽回损失90
余万元。

2012年，年近六旬的内蒙古霍林郭勒市
居民庞某某因经常失眠、身体不适，经人介
绍找到了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包某某。
简单交流后，包某某说庞某某身上有“不干
净的东西”，让她支付500元钱，晚上再为
她“念经驱邪”。庞某某信以为真，付款后
回家。

此后，庞某某身体并未好转，又多次找到
包某某，并多次支付钱款。一次“看病”过程
中，包某某表示自己可以帮别人“出山”做

“大仙”，还可以算出彩票的中奖号码。庞某某
动了心，表示想“出山”，但包某某总是以太
耗“功力”、会“折寿”等理由拒绝。

为表诚心，庞某某多次向包某某支付成
百上千甚至上万元的钱财。从2012年3月到

2015 年 10月，庞某某共支付“看病”“出
山”“法事”等费用100余万元。为此，庞某
某花光了积蓄，变卖了2套房产，甚至还借
过高利贷。庞某某和患有残疾的丈夫，只能
暂居出租房，却还幻想着“出山看病”“中
大奖”。

2015年底，庞某某外出务工的两个儿子
回家，在他们的解释和劝说下，庞某某意识到
自己被骗。由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要钱未果，
2018年1月12日，庞某某向科尔沁左翼后旗
公安局报案。

办案民警了解情况后，立即走访调查。
经过近8个月的侦查，查明了庞某某被骗事
实，确定包某某为案件嫌疑人。但案件办理
初期，包某某拒不交代自己的行为并百般抵
赖。办案民警迅速改变策略，通过适时出具
证据，逐步瓦解了包某某的侥幸心理。最
终，包某某对其利用迷信方式诈骗庞某某的行
为供认不讳。

目前，警方已依法查封了包某某购买的楼
房、车库、出租车，为受害人挽回直接损失
90余万元。包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方
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