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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土地使用证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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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常国良

吴广志

李萍

吴桂贤

邹庆义

冯军

雷银海

王文红

闻锡刚

陆国祥

宗玉祥

张永民

庞家志

郭军

赵春梅

王玉林

刘广财

孙绍辉

曲鹏

李树亮

杨铁嵘

土 地 证 号

统一编号 064021-437

统一编号 064021699

统一编号 064021757

统一编号 064021698

白国用（籍）字第7.07.10.3-296号

白集建（籍）字第7.07.2.3-160号

白国用（籍）字第285号

白国用（籍）字第7.07.10.3-094号

白国用（籍）字第7.07.10.3-058号

白国用（2004）字第080111097号

白国用（2011）字第080718039号

白国用（2003）字第080111084号

白国用（2005）字第080111045号

白国用（2003）字第080111079号

白国用（2007）第080111584号

白国用（2009）第080111858号

白国用（2007）第080111704号

白国用（2006）第080113864号

白国用（2006）第080113862号

白国用（2006）第080113866号

白国用（2006）第080113867号

土地使用权注销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白城市人民政府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白政房征字〔2013〕 3号），对白城市CB2013-01号棚户区改
造地块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东至医高专、西至拟建规划三环路、南至棉纺路、
北至中兴西大路）。其中：JK2017-08号地块已与被征收人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并已完成拆迁形成净地。

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六
条规定，收回JK2018-08号地块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登记予以注销，土
地证书自公告之日起作废（详见下表）。

特此公告。
白城市国土资源
2018年11月7日

未收回土地使用证明细

序号
1

姓名
杨义明

土地证号
7.07.10.4-79

声 明
刘 柱 将 自 卸 货 车 吉

G16273 车，在 2014 年 1 月
21日转卖给张双梅（身份证
号 ：220822198211231327），
由于刘柱一直联系不到张双梅
导致无法过户，至今车辆都没
过户，请张双梅尽快与刘柱联
系，如果车辆出现任何经济纠
纷或肇事责任等均由张双梅负
全部责任。

特此声明
联系电话:15948906664

2018年11月7日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行政强制公告书

白执公告字〔2018〕2001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

四条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杜广斌未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在

白城市二龙村内擅自建设编号为AL10房屋的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
十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
定，本机关于2018年10月24日对杜广斌作出限
期3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逾期不拆除将依法强
制拆除的行政处罚（白执罚字〔2018〕第20015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年10月30日依法进行
了催告（白执强催字〔2018〕20015号）。

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在公告之日起3日内自行拆除
违法建筑的，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2018年11月8日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行政强制公告书

白执公告字〔2018〕20050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

四条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刘照会未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在

白城市二龙村内擅自建设编号违82房屋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
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
本机关于2018年10月24日对刘照会作出限期3
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逾期不拆除将依法强制
拆除的行政处罚（白执罚字〔2018〕第20050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年10月30日依法进行了
催告（白执强催字〔2018〕20050号）。

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在公告之日起3日内自行拆除
违法建筑的，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2018年11月8日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行政强制公告书

白执公告字〔2018〕20010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

四条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王彦军未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在

白城市二龙村内擅自建设编号为AL1房屋的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
十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
定，本机关于2018年10月24日对王彦军作出限
期3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逾期不拆除将依法强
制拆除的行政处罚（白执罚字〔2018〕第20010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年10月30日依法进行
了催告（白执强催字〔2018〕20010号）。

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在公告之日起3日内自行拆除
违法建筑的，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2018年11月8日

公 告
根据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

林省分公司《国寿人险吉复〔2018〕 38

号》批复文件，现需处置一批报废电子

设备、综合设备，采取拍卖形式，欢迎

前来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2018年11月

9日，特此公告。

联系人：宋丽梅

联系电话：0436-356691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白城分公司

2018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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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洮南 6323262 13039369889
镇赉 7222023 13943692271
通榆 13204409555

扫黑除恶 全民参与

踊跃举报 护佑平安

白城市举报电话:0436-3252017
举报邮箱:bcsdhb@163.com
来信来访地址:白城市中兴西路1号市委党校5楼市扫黑办（5016、5018房间）

为倡导全民
阅读，在全区形
成多读书、读好
书、好读书的良
好风尚，日前，洮
北区少儿图书馆
在洮北区新华街
道办事处和白城
铁路机务段关工
委的协助下，在
和平社区成立了
分馆，对进一步
扩大“健康生活·
阅读吉林”和“书
香洮北”文化民
生品牌惠及面，
起到了良好的推
动作用。
本报记者张殿文摄

从2018年初中一年级新生开始，全省统一实施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改革，规范高中阶
段学校招生行为。作为全省高中阶段学校录取计分科目
改革四个试点市之一，我市还承担中考计分科目模式改
革任务。近日，市教育局印发《白城市推进高中阶段学
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全面推进我市高中学
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就改革的主要内容，市教育局有
关负责人做了专项解读。

改革的目标任务是什么？
按照国家教育部和吉林省的部署和要求，统筹实施

考试招生和管理制度的综合改革，分步实施，稳妥推
进。完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改革招生录取办法、试行自主招生政策、加强考试招生
管理。到2020年左右形成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模
式和规范有序、监督有力的管理机制，促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推进普通高中特色化、多样化发展，保障
高中阶段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实施方案》的核心内容有哪些？
完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学业水平考试范围具体包

括：语文、数学、外语、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物
理、化学、生物、体育与健康、音乐、美术、信息技术
等13门科目，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与校本课
程。其中，外语包括听力，物理、化学、生物包括实验
操作技能，每门课程学完即考。引导学生认真学习每门
课程，确保初中教育的基本质量。

完善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初中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结果作为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准的依据和高中阶
段学校招生的重要依据。综合素质表现评价等级作为高
中阶段学校招生的重要依据之一，用于划定招生学校录
取标准，学业考试成绩同等情况下，综合素质表现评价
等级高者优先录取；自主招生学校要将综合素质表现评
价等级作为录取主要条件之一。

改进考试成绩呈现方式。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采取
“等级”呈现，其中，招生录取计分科目成绩以“等
级”和“分数”两种方式呈现，高中阶段录取依据“分
数”，“等级”作为是否毕业的依据。

改革高中阶段学校录取计分科目模式。高中阶段学
校录取，采取“4+4+1”录取计分科目模式。第一个

“4”指的是语文、数学、外语、体育与健康科目；第
二个“4”指的是道德与法治、历史、物理、化学科目；“1”指的是在地理和生物学
学科学业水平考试结束并公布分数后，由学生任选一科作为计分科目。

调整计分科目分值。语文120分，数学120分，外语120分（其中，笔试90
分、听力30分），体育与健康50分，物理70分，化学50分，道德与法治60分，历
史60分，地理（生物学）50分。满分700分。

改革实施后将会达到什么效果？
通过改革，改变过去高中学校录取时，只看部分学科考试分数的做法，纠正

“唯分数论”片面倾向，让学生扎实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为后续学习发展打下
宽厚坚实的基础；改变过去“中考考什么科目学校就组织备考什么科目，中考不考的
科目就不管”“中考考什么科目学生就学什么科目，中考不考的科目就不学”的局
面，以学校教育为主导，引导学生认真学习每门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努力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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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锐 胥文 于凝）我市在教育扶贫济
困上精准发力，精准聚集贫困地区的每一所学校、
每一个村户、每一个孩子，有针对性地实施教育精
准扶贫，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实现扶贫成效可
持续发展。

聚焦改薄建设，确保不落一校。落实全面改善
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工程，以项目工程建设
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加大建设力度，确保教育扶贫

取得实效。利用“全面改薄”将全面结束的关口，
根据国家和省对“全面改薄”进展情况进行调整的
要求，全市2018年进行收关调整建设，建设学校
19 所，其中标准化学校建设 18 所，建筑面积
48141平方米；改扩建学校1所，改扩建面积4090
平方米，有效改善贫困地区基本办学条件，打造教
育“硬环境”，有力助推教育扶贫进程。

聚焦帮扶发展，确保不落一户。加大宣传力
度，抓好“志智双扶”。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
坚持不定期到农户家中宣讲扶贫政策。市教育局
组建了由19名后备干部组成的市直教育系统包保
帮扶志愿者服务队，分成党的十九大精神、扶贫
政策、扶志、增智四个宣传组，坚持每季度深入
贫困户开展宣讲活动，在教育扶贫政策宣讲上，
做到覆盖面广、解读精准、知晓广泛、宣传彻
底，达到户户知晓、人人知晓，为教育扶贫夯实
思想基础。

聚焦困难资助，确保不落一生。积极构建全阶

段不断档的资助体系，实施全覆盖精准化的控掇保
学，不让一个贫困学生在教育小康路上掉队。新学
期开学后，结合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进退情况和
学生变动情况，对全市建档立卡家庭困难学生情况
进行认真的统计和核实。全市现有建档立卡贫困学
生6196人,其中学前299人，义务教育段4398人，
高中1345人，特教148人。目前，全市2018年春
季各项资助项目资金均已发放到位，累计发放扶贫
资助资金1447.5万元。市教育局组织开展了“日行
一善”微信红包捐助活动，市教育局直属单位以每
人每日捐助一元钱的方式资助贫困学生，累计捐款
11.96万元，计划用于资助贫困师生。同时，为改
善贫困地区师生生活状况，全面落实乡村教师生活
补助政策。今年以来，累计发放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3749.2万元。全面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改
善计划，镇赉县、通榆县和大安市三个国家级营养
餐试点县（市）93所学校34528名学生纳入营养餐
改善计划。

我市扎实推动教育精准扶贫

（上接一版）对私搭乱建的业主进行
说服教育，责令整改11家，清理楼
道内堆放物72件，整个过程做到了
有礼、有节、有序进行，没有发生任
何民事纠纷。为保证供暖安全和楼
道卫生，他们为两栋楼更换了供热
管道保温层，重新制作室内地沟封
闭式出口5个。为保障群众安全，投
入2万多元，维修了1栋楼的破损楼
檐。他们还为小区专门制作了自行
车、摩托车、电瓶车架15组60个卡
位，购买了30个垃圾箱，使小区管
理更加规范、整齐、美观、整洁，协调

相关部门铺设小区破损路面一处。
下一步，市司法局将加强提升

管理，坚持每天落实专人巡察一次，
合力解决日常生活中发现的重点问
题。继续加强宣传引导，使业主树立
现代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意识，让物
业管理企业明白自己的权利和职
责。他们还将积极协助物业公司搞
好物业费的收取工作，搞好入住调
查，为采取有效措施提供准确资料。
同时，在小区的显著位置设置收费
公示牌，将物业服务内容和收费标
准予以公示。

（上接一版）推动落实“十一项重点任务”，切实解决
好“水、电、路、人”制约通榆发展四大因素中的最
后一块短板——“人”的问题，回答好省委提出的
24个课题的通榆答卷，达到“凝聚思想共识、集聚
精神动能”的目的。同时，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加快推进脱贫攻坚、生态经济、生态环境、城乡
规划建设管理、全面深化改革“五大攻坚战”进程，
将解放思想的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努力
将“生态经济城市”建设提升至新水平。

记者：通榆县将如何通过解放思想，真正把习近
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
在吉林视察期间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在通榆经
济社会发展、建设“生态经济城市”推进上见成效？

孙洪君：通榆县委、县政府将对照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六个方面要求”，围绕省委的“24个课题”和市
委的“七个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建设“生态经济城
市”的发展目标，坚持解放思想促发展，通过打好打赢

“五大攻坚战”，努力将“生态经济城市”建设提升至新
水平，让全县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日子。一是脱贫攻坚
战。以脱贫攻坚统揽各项工作，继续实施城乡统筹大扶
贫，立足农户持续增收，全面实施“一垧田一块园”工
程，确保贫困户及全体农户稳定增收、永不返贫。围绕
35项退出指标，开展“300天攻坚”行动，发扬“拱卒”
精神，用足“绣花”功夫，必保2019年高质量如期脱贫
摘帽。二是生态经济攻坚战。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

领，重点实施好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数字经济、旅游经
济四篇文章。以风电预警解除为契机，2019年至2021
年每年能开发建设100万千瓦风电场，打造吉林西部
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并“以电招商”，建成灾备中心的
聚集区；加快推进生物质热电联产、生物质柴油、秸
秆综合利用、液化秸秆改良土壤、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5大类6个项目，做大做强吉运、牧原、歌珊、咱
家、亨通等大型农牧业一二三产融合项目，实现全县
生物质“吃干榨净”，打造循环经济体系；以发展

“大融合”电商为基本定位，聚焦农产品上行，着力
发展全县域电商，建设电子商务产业园；超前做好向
海、包拉温都两个保护区规划调整，启动旅游大项目
建设，实现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相互促进。三是生态
环境攻坚战。严格执行河（湖）长制，创新实施县乡
村屯四级林长制、草长制，形成责任明晰、监管有
力、齐抓共管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扎实推进秸
秆“五化”工作，确保实现全年“零火点”目标。全
力推进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整改任
务按序时进度如期完成。四是城乡规划建设管理三年
攻坚战。深入开展城市管理效能提升“整洁、畅通、拆
违、绿化、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城市管网安全运行”六
项行动，完成25个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改善人居环
境。全面启动规划面积15平方公里霍林河湿地公园
综合体项目。按照“干净整洁”标准，深入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相关企业，

全面推进172个行政村生活垃圾规范化处理。五是全
面深化改革攻坚战。开展“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年”活
动，按照改革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不折不扣地
完成好党政机构改革各项任务。党政班子成员每人领
衔推动1项改革事项，确保各项改革落地见效。

为打好打赢“五大攻坚战”，我们重点采取四项
保障措施。一是全面从严治党。以党建工作为统领，
落实好鼓励担当、容错免责和激励约束等举措，营造
一种为负责者负责、为担当者担当的政治环境和制度
环境，使全县党员干部能够真正解放思想，按照一切
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原则去开展工作，引导激励
大家只要是为公而为、为民而为、为发展而为，就敢
于突破一些条条框框，大胆去试去闯去干。启动实施
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试点和融媒体中心建设。推进
权力运行大监督格局建设，倡导“极致精细、秋毫不
犯”工作理念。二是加快项目建设。在抓好续建项目
的基础上，集中抓好福临门年产2万吨南瓜粉及5万
吨饲料加工、100万千瓦风电场建设、30万千瓦光
伏、两条高速公路、年产300万只大雁深加工、河北
羽绒加工项目等超5亿元项目开工建设。三是优化营
商环境。制定出台《关于实现项目和企业全流程精细
化服务的实施办法》，从企业项目引进、落地、建设、运
行、技改等方面，全方位、全流程提供精细化服务。四是
强化督查落实。完善“大督查”体系建设，发挥督查结果
审定委员会作用，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市司法局以管理提升
助推创城工作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