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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白城市恒兴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受托公开拍卖

以下标的：吉G26136帕萨特牌、吉G2W628捷
达牌、吉G27077北京现代牌、吉GUN029长城
牌、吉G28889别克牌、吉GG5008长城牌、吉
GG0015 胜达越野车、吉 G22851 丰田牌、吉
G22707丰田牌、吉G22655北京现代牌，合计参
考价30.06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及20%竞买保证
金到本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展示报名时间：2019年2月17日-18日
联系电话：0436-3238707
拍卖时间：2019年2月19日上午9时
拍卖地点：拍卖公司会议室
公司地址：白城市新华东大路101-1号
网站：http://www.bchxpm.com

公 告
刘岩：

本院受理原告刘立勇诉你及
大安市星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吉
0882民初152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安市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年白城考点医师资
格考试现场确认时间为2019
年2月20日-2月28日（法定
假日休息）。

地点：
白城市幸福南大街44号
咨询电话：
0436-3338088

白城市医师资格考试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2月12日

一、建设项目概括
1．项目名称：吉林省九新实业集团白城燃料乙醇有限公

司年产30万吨燃料乙醇项目
项目位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吉林省白城市洮北生物化工

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厂区占地面积40万平方米。厂区北侧为农
田，南侧距吉林龙华热电厂界200米，西侧距长利村（拆迁实施
中）20米，东侧距平齐铁路300米。

2．概要：本项目建设规模为年加工玉米92.4万吨，年产燃
料乙醇30万吨。主要生产工艺为玉米原料经全干法粉碎、液
化、发酵、蒸馏、脱水产生无水乙醇，发酵后产生的二氧化碳经
回收形成副产品液态二氧化碳，蒸馏后产生的酒精、酒糟经过
离心分离、干燥等过程形成高蛋白饲料。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及主要事项
本项目建设受影响的乡、镇、村委会，及受影响的居民和相

关单位。主要征求公众可能关心的对本工程的规划方案、建设
态度、对工程建设期间及建成后主要环境问题、征地拆迁问题、
建设单位应采取的社会维稳措施等意见、建议及其它参加工程
施工、确保参加施工农民工权益等方面的相关要求。

三、征求意见要求

公众在对项目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应充分享受参与社会
稳定风险评价的权利，本着客观、真实和负责态度，填写公众参
与调查表或为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形式
公示期间，公众可填写问卷调查表或将书面意见通过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项目建设单位和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报告编制单位反映，表达对本项目社会维稳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

五、提交意见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
六、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吉林省九新实业集团白城燃料乙醇有

限公司
联系人：于伦
电话：18343652691
2．编制单位：白城市工程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赵雪梅
电话：15043040373
邮箱：170608395@qq.com

吉林省九新实业集团白城燃料乙醇有限公司
年产30万吨燃料乙醇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公告

毛福轩：坚定的农民革命者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帅才）在湖
南省湘潭市韶山烈士陵园内有一座五

杰亭，亭内的黑色大理石上刻着毛福
轩等革命烈士的头像和生平，每天都
会迎来不少前来瞻仰的群众。

毛福轩，1897年 4月出生于湖
南省湘潭县韶山冲龙坝湾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是毛泽东的族祖父，他早年
跟随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1922
年，毛福轩进入湖南自修大学半工半
读，之后和毛泽民一起受党组织派遣
到安源煤矿从事工人运动，同年底在
安源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初，毛福轩与毛泽东先
后回到韶山从事农民运动。1925年6
月，在毛泽东主持下，湖南农村第一
个党支部韶山党支部成立，毛福轩任
韶山党支部书记。

此后，因领导农民运动有建树，
毛福轩先后担任中共湖南区委特派员
和农运特派员、湖南省委委员，担负
起农民运动的领导责任。在反动统治
的白色恐怖中，毛福轩过着“青草为
席，石洞而眠”的艰苦生活，坚持党
的地下斗争。

1927年初，毛泽东回到湖南考
察农民运动，毛福轩自始至终陪同和
协助毛泽东到银田寺、清溪寺、毛震
公祠及湘乡等地考察农民运动。这次
考察后，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8 年春，毛福轩被调往上
海，从事党的地下出版工作。一年
后，他受党组织派遣，化名毛恩灏，
打入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金山县警察
局。毛福轩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勇
敢和机智灵活，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
怖中，多方为党搜集重要情报，设法
救护革命同志，在国民党警察局坚持
秘密工作长达4年之久。

1933年初，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
破坏。2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毛福
轩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他被敌人

作为“要犯”，先关押在上海监狱，后押
解至南京。敌人对他进行严刑逼供，他
始终坚贞不屈。他在遗书中写道：“余
为革命奋斗牺牲，对于己身毫不挂
虑”。1933年5月，毛福轩在南京雨花
台英勇就义，时年36岁。

毛泽东后来称赞毛福轩为农民革
命家，并赞叹他的精神：“一个农民
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那样努力，
一直到担任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
很不容易的。”曾在上海党中央担任
领导工作的周恩来赞扬毛福轩是一个
优秀的共产党员。

湘潭市地方史志研究学者何歌劲
说：“毛福轩同志是勇敢的农民运动
领导人，他对党和革命事业忠诚，他
是人民的坚强战士，也是家乡群众的
榜样和楷模。”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图为毛福轩像（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2月10日，福州林阳寺内梅花盛开。
新春佳节期间，位于福州北峰山区的千年古刹林阳寺内梅花相继绽放，吸引众多市民前

往观赏。林阳寺是福州五大禅寺之一，建寺至今已有千年历史。 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黑土地飞出“摩登农业”

2月10日，观赏者在世界花卉大观园温室内赏花。
春节假期期间，众多北京市民和游客来到北京市丰台区世界花卉大观园赏花。温室内盛

开的兰花、曼陀罗、一品红等数百种花卉，以及室外天然植被制作的地景作品为观赏者带来
假日的欢乐和春天的气息。 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促环境达标缓解热环境 杭州将建设特色风廊
新华社杭州2月10日电（记者岳德亮）杭州市

政府近日印发《杭州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的
通知》，提出要建设特色风廊，促进大气环境质量限
期达标。

通知指出，根据城市气候专项规划，结合杭州市
夏季盛行西南风，冬季盛行偏北风的特点，将钱塘江、
苕溪、西湖、湘湖、金沙湖以及杭州城市周边山坡地、峡
谷以及山隘出口等地列为“干净”风源，结合当地主
导风向、通风能力、通风潜力，在“干净”风源和城
区、工业区等热中心组团之间研究构建特色的一级通
风廊道，并辅以二级通风廊道和空气引导通道的可行
性，从而调整城市热力结构，缓解城市热环境。

同时，推进城市气候专项规划、城市通风廊道设
计等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应用。利用高矮不同的建筑
形态带动空气流通，高层建筑物裙房宜采用梯级式的
形态促进地面行人层的空气流通及建筑物的透风度。
从富阳区到杭州经济开发区和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
区，以钱江新城、钱江世纪城和奥体博览城为中心，钱
塘江两岸建筑物的排列和街道布局遵从盛行风方向。

近年来，杭州市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在“十
二五”期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1%的情况下，主要
污染物减排成效显著，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
分别较2010年下降了21.9%、26.5%。

2月10日，民间艺人在呼和浩特市第十二届大召文化庙会上表演舞龙。
当日，内蒙古呼和浩特第十二届大召文化庙会在玉泉区开幕，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和

民间手工艺品集中亮相，吸引了众多游客观赏游玩，欢庆新春佳节。此次文化庙会将持续至正
月十五。 新华社发（丁根厚摄）

新华社哈尔滨2月10日电（记者王君宝
王建威）万亩农田之上，一架架无人机整齐排
列，有序飞行喷洒化肥。一旁，飞机的操作者
双手插兜与同伴谈笑风生，任由飞机智能自动
飞行。上个农忙时节，在黑龙江省桦南县农田
上的施肥作业尽显“摩登”风采。

这片农田的拥有者孙斌介绍，近几年为发
展现代农业，他的公司购入22台无人机，专
为农户提供飞防喷施服务。

春节期间正值农闲，在桦南县水稻分子育
种研发中心内，几十台刚结束上个农忙任务的
无人机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孙斌一边保养飞机
一边说：“这些飞机可以通过计算，精准定位
哪里喷洒过，哪里没有，自动智能飞行，即便
回去加油或者充电，也能再从上个结束喷洒的
地方继续作业。”

据介绍，无人机作业可以比人工作业减少
20%农药的使用量，还大大节省了作业时间，
减少种植户的成本，喷洒精准度也提高了。

在孙斌公司产品展示中心，公司销售部副
总经理邓加仁，指着中高端大米摆放区的产品
说：“这些大米当时都是使用无人机喷洒化
肥，可以大大减少化肥喷洒量，有时候人工喷
洒会有重复作业的情况，无人机就不会。”

科技的进步帮助农户生产更加绿色有机的

食品，高质量农产品的市场价又可以高出普通
产品几倍，无人机喷洒自然受到更多人喜爱。
2015年，孙斌将桦南县29家水稻专业合作社
和3家家庭农场整合成水稻专业合作社联社，
后来成员增加到33家，目前入社农户3884
户，分布在全县10个乡镇。

“这些农户及合作社，包括桦南县之外的
农户，都可以享受无人机喷洒的服务。”孙斌
说，现在许多农户甚至可以自己操作无人机施
肥作业。

近年来，黑龙江不断完善现代农业生产体
系，向机械化、科技化要产能。目前，黑龙江
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96.8%，农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达66.5%，全国领先。

在孙斌及其他农业工作者身上，现代农
业的意识如今也已覆盖到了农田保护、育种
等多个领域。孙斌介绍，他的合作社土地大
多实施秸秆粉碎翻埋，部分地块已经连续十
几年秸秆还田。“这么做可以提高土壤有机
质，长久看非常有益，因为省了肥料，我有
450亩地现在已经不用化肥了，亩产达到900
斤以上。”他说。

这几年，孙斌的公司陆续在科研上投入近
千万元，伴随着功能性稻米品种的陆续上市，
孙斌欣喜地见到了现代农业的红利。

鸟瞰汀江国家湿地公园，绿色林海中一个约
5000平方米的红色斑块略显“扎眼”。这是村民
张平在自家小院后，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红色假
山和“荒漠”。这个他命名为 “火焰山”的地
方，在今年春节假期里为他带来每天近15000元
的收入。

汀江国家湿地公园位于福建省龙岩市长汀
县，“火焰山”曾是当地人民关于水土流失的黑色
记忆。历史上，因为人口增长、商贸发展、战乱
频发等因素，长汀大面积植被被破坏，红色沙土
裸露在外，“火焰山”因此得名。1985年，长汀
县水土流失面积达146.2万亩，接近全县国土面积
的三分之一。

张平于2018年11月起兴建的“火焰山”，模
仿的正是长汀曾经水土流失的地形地貌。他领着
记者在里面转了转，告诉记者这片模仿的是“崩
岗”，那片是干涸的河床，还有什么都不剩下的

“不毛之地”……
“现在周边都是树了，前几年还建了湿地公

园。新一代人，外来的游客，根本想象不出原来

‘火焰山’有多可怕。我就是想让现在的孩子们别
忘了过去是什么样。”张平说。

在生态遭受破坏的土地上劳作，是痛苦的经
历。有当地百姓回忆说：“夏天，火辣辣的太阳晒
在背脊上，真像是在‘火焰山’一样。”

30年前，和不少长汀百姓一样，1971年出生
的张平一度外出务工、做生意。2000年后，随着
绿色慢慢回到视野里，张平又回到家乡。但贫瘠
的土地仍养活不了他，他就开了机砖厂，用裸露
的泥土为原料，生产砖头。

长汀县，一直没有放弃让“火焰山”复绿的
梦想。1983年，福建省委、省政府把长汀列为全
省治理水土流失的试点，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土流
失治理攻坚战。2000年至今，长汀水土流失治理
工作连续被列入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每年补
助治理资金上千万元，掀起新一轮治理热潮。

一组数字，可以看出过去30多年来长汀县生
态的惊人“逆袭”。与1985年比，长汀水土流失
面积减少了近110万亩，水土流失率由31.5%降
低到 7.95%，森林覆盖率由不足 40%提高到

79.8%。
随着生态治理工作的推进，2014年，张平的

机砖厂也被列为禁止运营的项目。他看到周边越
来越好的生态环境，索性投入了400多万元，把
机砖厂改成了“生态农庄”，又补种了100多亩的
香樟、桂花、罗汉松，做起了休闲生态旅游。

“过去这里连生态都‘没有’，谁能想到现在能
靠生态赚钱？”张平笑着说，2018年，他的“生态农
庄”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营业额近35万元。

昔日山光水浊的“火焰山”变成了风景宜人
的绿水青山，越来越多和张平一样的老百姓从中
看到了“金山银山”。2018年，长汀县预计接待
乡村旅游游客208万人次，同比增长18.3%，实
现乡村旅游收入16.5亿元，同比增长28.2%。

“依托改善的生态环境，长汀县近年来建成了
策武南坑美丽乡村示范园、河田水土保持科教
园、汀江国家湿地公园等重点生态景区，吸引了
大量游客。”长汀县林业局产业办高级工程师范小
明说，下一步长汀还计划在汀江源头十公里生态
画廊打造森林旅游线路，依托汀江两岸森林景观
培育一批特色“森林人家”。

外出见过世面、脑子活络的张平，心里有更多
想法。“过去树少，外地人来了就想看树；现在树都
看腻了，所以我反过来，造一个小型的‘火焰山’。一
来也是个与众不同的旅游景点，二来也可以让人们
忆苦思甜。”张平说。 （新华社福州2月10日电）

再 造 “ 火 焰 山 ”
●新华社记者 林超 黄小希

（上接一版）就洋沙泡水源地治理、河湖连
通建设、建设滨水绿道等撰写提案，通过调
研先后提出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生态渔业
提质增效等建议，特别是构建区域水循环
系统的大会发言，受到了领导的高度评价。

党派履职是政协履职的基础和重要环
节。作为农工党党员，王景伟发挥党派优势，
主动作为，有意识做一些与政协工作有关
的调查和研究，积极利用农工党省委与白

城市优化营商环境机制平台，组织党派总
支进行营商环境座谈，围绕如何优化白城
营商环境、群众关注难点热点问题等方面
提出意见建议，努力做最优营商环境的推
动者。结合文明城市创建，王景伟组织总支
助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系列活动，专门制
定工作方案，开展宣传活动以及清洁卫生
活动，进行座谈调研，积极发挥委员作用。

情系水利终无悔，苦乐年华写春秋。

基层与机关的不同环境，科员与领导的不
同角色锻炼磨砺了王景伟，使他得到充
分历练和全面提升，在工程建设、工程管
理、防汛调度、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积累了
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
验。他将一直坚持“献身、负责、求实”的水
利精神，将所学用到水利建设上，将汗水
洒在工作岗位上，将情感留在这片热土
上，让平凡的人生在水利的发展中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