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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整修改造3批次施工招标。
项目地点:吉林白城。
招标规模: 1标段为营房整修，包括住宿用房和食堂

整修改造。2标段为管网及设备改造，包括供水、供暖管网
及设备更新改造。3标段为场地硬化，约5500平方米。

合同估价:1标段155万元；2标段295万元；3标段97
万元。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年6月15日16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网查询。
联系人:杨先生 电话:19904360203

张先生 电话:13384363155
中国人民解放军65052部队

2019年6月5日

近几年，随着无偿献血宣传的不断深入，无偿献血已
被广大公民所认知。《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规定“全血
献血者每次可献全血 400毫升、300 毫升、或者 200毫
升”，之所以提倡一次献血400毫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原因：

一是一次献血400毫升不会影响献血者的健康。 人
体血液总量占体重的8%，一个成年人按50公斤体重的人
来计算，他的总血容量为4000毫升，而一次献血400毫
升，只占总血容量的10%，丝毫不会影响人体的各项生理
活动。对于献血者来讲，一次献血200毫升和一次献血
400毫升并无区别，只是多一点勇气。而每次献血400毫
升，更能触及到体内的调节系统，促使暂存于肝、脾等器
官内的储存血液参加到血液循环中去，刺激新鲜血液再
生。献血后适当休息并补充水分，血容量能够很快恢复，
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二是控制疾病的传播。尽管现代科学技术相当发达并
且对血液要进行严格检验，但是由于还有尚未认知疾病的

存在，输血还存在一定的风险。那么一次献血400毫升从
献血人次上减少一半，更有利于控制经血疾病的传播。

三是输血免疫反应显著降低。由于血液是一种异体物
质，每次输血都会刺激机体产生针对性的抗体。都可能引
起各种免疫反应。输入多人的血液使输血反应的发生率增
加。如果一次献血400毫升可使用血者被输入的血液来源
减半、致敏原减半，输血免疫反应明显降低。400毫升献
血量符合WHO安全输血的宗旨。因此，一次献血400毫
升，用血者会更安全。

四是献血400 毫升有利于成分血的分离、保存和使
用。随着输血观念的转变，成分输血成为当今输血发展的
趋势，一次献血400毫升，有利于成分血的制备，各种血
液有效成分含量高，增加了输血治疗的效果。

为什么提倡献血者单次献血量为400毫升？

向为白城无偿献血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致敬
汇聚爱的力量 安全血液在行动

为保质保量完成2019年度农村危房改造任务，乡政府研究
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用农村危房改造施工队，报名条件如下:

一、施工队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以上资质(含叁
级)，安全生产许可证、工商税务注册证书，注册资金在500
万以上。

二、施工队有两年以上农村危房改造施工经验，社会信誉
良好。

三、有施工资金垫付能力，并与施工前交纳工程质量保证
金(每户4200元)。

四、有能力按时完成工程任务(7月10日前完成)。
农村危房改造工程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区政府统一安

排补助资金，资金到位后，由乡政府拨付给施工方，资金不到
位，乡政府不予结算。

报名时间: 2019年6月12日至2019年6月14日
报名地址:东胜乡政府
报名电话: 0436-3831315
手机: 13251866333
联系人:张亚斌
特此公告

白城市洮北区东胜乡人民政府
2019年6月11日

公 告

许德强：
该当事人于2015年，未经批准，擅自在二龙苇

场三架坨子西占未利用地开垦水田，占地面积
1590000平方米，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第三十四条，属
于非法占地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
条和《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本机关拟对你户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

2．对当事人非法占地1590000平方米，处以
每平方米 1 元罚款，计 1590000.00 元；共计
1590000.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
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你户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
利。如要求上述权利，

请在自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机关提
出。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权利。

洮南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6月12日

行政处罚告知书
洮自然罚告字〔2019〕第017号

许德强：
该当事人于2015年，未经批准，擅自在二龙苇

场三架坨子西占未利用地开垦水田，占地面积
1590000平方米，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第三十四条，属
于非法占地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
条和《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本机关拟对你户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

2．对当事人非法占地1590000平方米，处以
每平方米 1 元罚款，计 1590000.00 元；共计
1590000.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
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你户享有陈
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如要求上述权利，请在自
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逾期不
提出的视为放弃权利。

洮南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6月12日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洮自然罚听告字〔2019〕第017号

作废声明
洮南 市自然资源局于

2019年 5月 9日在 《白城日
报》四版刊发的许德强：“行
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洮自资罚字
〔2019〕 第 017号”“行政处
罚 告 知 书 洮 自 资 罚 字
〔2019〕 第 017号”，现声明
作废。

特此声明
洮南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6月12日

招聘启事
因业务拓展需要，白城日报社广告部现面向社会

招聘广告业务人员。
联系电话：3323838

年报通知
全市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市场主体2018年度年报工作将于2019年6月30日结束，请未年
报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抓紧时间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官网（吉林）自行填报公示，逾期未年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或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相关部门据此采取信用约束和惩戒措
施，并向社会公示。

咨询电话：
白城市：17704360412（公司/农合）3246619（个体）
洮北区：6589345（公司）3519634（农合/个体）
镇赉县：7299030
洮南市：6335215
通榆县：18443644067
大安市: 5202124/5241844

白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6月12日

高温、高湿、高盐、高日照、缺土、缺淡水、多台风，西沙
中建岛“四高两缺一多”，年无四季本无生机，却因为有一代
代天涯哨兵“乐戍铸疆”，成为了南海上的五彩之岛。

有一种白叫“沙滩白”
如果不战备值班，下士汪通每周六都会沿着白色沙滩

捡拾各种海洋垃圾。除了泡沫、塑料、浮木和刻着外文的汽
水瓶，汪通还捡到过商船上掉下来的探照灯。

白色，是中建岛与生俱来的底色。大量以碳酸钙为主要
成分的珊瑚、贝类经过上万年的风化，形成了独特的白沙
滩。这座白色沙岛曾经连泥土都没有，每个上岛的人都要顶
住台风，抗住炎热，耐住寂寞。

白色，也是中建岛的英雄本色。白沙滩如同雪域高原，
对日光的反射率高达90%，很容易导致雪盲症。岛上人说，

“没有七分英雄胆，休上中建白沙滩。”
2016年，军嫂宋瑞亚、李维娜一路劳顿登上了白沙滩，

成为首批上岛探亲军属。军嫂们也收获了人生最美瞬间：穿
着白色的婚纱，与穿着白色海军军装的爱人，在白沙滩上拍
下了只属于天涯哨兵的婚纱照。

有一种绿叫“青春绿”
要在中建岛扎根，人和树都不容易。岛上原本一棵树都

没有，没有绿色。40多年前，海军运送了15类890棵树苗上
岛，但因为环境恶劣，只有班长巫瑞孔种下的一棵银毛树存活
了下来。那一年，23岁的巫瑞孔青春年少，如今已年过花甲。

没有土，官兵探亲回岛时就一包一包地带。为了岛上多
一抹绿，官兵腾空了行囊，只为多带来一抔家乡的泥土。如
今，中建岛上有来自20多个省份的土壤，守岛官兵用青春
和双手，种活了马尾松、银毛树、椰子树、抗风桐等7000多
棵树木，南海戈壁滩正在变为绿岛。

1982年，岛上种活了第一批近300棵椰子树、马尾
松等。20年后，当年种活的第一棵椰子树结出了第一颗

椰子——这颗珍贵的椰子被“请”进荣誉室，珍藏到现在。
1999年上岛的老兵邱华，已记不清种活了多少棵树。

作为守岛最长的兵，邱华已至不惑之年，是两个孩子的父
亲。在他看来，岛上的绿色就是他逝去青春的颜色。

“用坚强的心，支撑自己的身躯，蔑视暴风雨。”种活了
一株抗风桐后，邱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有一种黑叫“西沙黑”
上等兵张伟每次跟家人视频时都得用滤镜。“晒得太黑

了，我妈看到要哭。”
其实张伟不是岛上最黑的兵，洪咏春才是。洪咏春的皮

肤已经黑得发亮，像涂了一层巧克力。
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守岛官兵长年开展实战化训练，

黑色成为了官兵的标准色。守岛官兵人人会唱一首名叫《西
沙黑》的歌曲：黑出咱西沙的英雄气啊，谁要不黑谁惭愧。黑
色，在这里是练兵备战的阳刚，是爱军习武独特的美。

油机班副班长张凯上岛时刚满18岁，班长王禄藩把张
凯叫到跟前，把一手黑乎乎的机油抹在他的额头：“欢迎加
入中建岛！”

张凯永远记住了这个特殊的入营式和成人礼，留在了
最脏最操心噪音最大的油机班，每天要用柴油才能洗去迷
彩服上黑色的油污。

有一种红叫“海马红”
营长范期宏指着白沙滩上的红色植被说：“这种草最大

的特点，就是越缺水越红！”
营长说的植被叫海马草。在岛上，只有三样东西是红色

的：旗帜、海马草和海马草“种”成的旗帜。
为庆祝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官兵们用红色的海马草

在沙滩上“种”出了一幅2500平方米的巨幅国旗。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他们又“种”出了巨幅党旗。在中建岛西
北部的海滩上，官兵们还“种”出“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

可靠”的红色誓言。
巨幅的红旗，在航拍图片上清晰可见，宣示了我国对中

建岛不容置疑的主权。红旗曾六次被台风卷起的海沙掩埋，
又一次次鲜红如初。

上士王超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一次次往返于沙滩和海
边，打水来浇灌当年亲手“种”下的红旗。“只要有一点点海
水的滋润，海马草就会顽强地生存下去。”王超说。

有一种蓝叫“海军蓝”
欧逸超发现一个现象：商船经过中建岛附近都会放慢

航速——岛上有了4G信号，于是商船通过附近海域时，就
可以来“蹭网”。

事实上，为维护这片蓝色海洋的和平安宁，中建岛为南
海提供的远不止于4G信号，这个小岛对防灾减灾、人道主
义救援和航行安全更具现实意义。这也是正在走向深蓝的
人民海军赋予守岛官兵的使命和责任。

“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守岛官兵时常
会收到过往舰艇编队发来的问候电报，再目送战友或东进
太平洋，或西出印度洋，走向深蓝向海图强。不能随舰艇
编队远洋砺剑，也不能亲赴亚丁湾护航，守岛军人也许一
辈子也没有机会，看一眼传说中的大洋深蓝，却从未在航
程中缺席。

老兵邱华最初的梦想就是当水兵，可以乘军舰环球航
行，现在成了岛龄最长的兵。邱华喜欢用诗一般的语言，记
录在岛上20年的所思所想：“如果问我还有什么愿望，我多
想穿着海军的军装，去看看那深蓝的大洋。”

（新华社三沙6月10日电）

“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
——走进海军西沙中建岛官兵的五彩世界

●新华社记者 李学勇 黎云 梅世雄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新华社武汉6月10日电（记者王贤）虽
然已经牺牲了69年，但在位于幕阜山区的
湖北省阳新县木港镇枣园村，胡乾秀烈士的
英雄事迹一直流传着。

胡乾秀，1916年出生于阳新县木港镇
枣园村，13岁就加入工农红军，1931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等
职。1938年1月，胡乾秀所在的抗日游击队
第1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1团，他先
后任司务长、连长。

战斗中，胡乾秀舍生忘死、英勇顽强、冲
锋在前，屡次带伤作战，出色完成任务。
1940年3月，在与国民党部队的一次战斗
中，胡乾秀左肩被子弹打穿，鲜血直流、当场
昏迷。当年7月，部队发起黄桥决战，胡乾秀
带伤参战。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胡
乾秀在突围中再次负伤，上级决定让他退下
火线，他坚决要求与部队一起行动。在重重
包围中，胡乾秀躺在担架上从容指挥，最终
率领部队突出重围。

1944年，胡乾秀任6师18旅52团参谋
长，奉命在淮北开辟津浦路抗日根据地。
1945年初挺进淮南参加反“扫荡”。1月底，
在接近顺和基十堡村时，与日伪军在洪泽湖
大堤遭遇。胡乾秀带领官兵在弹药打光的情
况下，用刺刀、枪托与敌人肉搏，先后打退敌
人14次冲击，击毙日伪军270余人，残敌落
荒而逃，粉碎了日伪军进犯淮南、袭击新四
军军部的企图。

解放战争时期，胡乾秀任华东野战军第
1纵队第2师4团团长，先后率部参加了鲁
南战役、孟良崮战役、渡江战役。在孟良崮战

役中，他带领全团官兵分三路向540高地猛
扑，很快拿下高地，摧垮了敌人左翼的支柱，
随后乘胜出击，与兄弟部队在孟良崮会师。

1950年，胡乾秀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20军58师参谋长，并进入南京军政大学学
习。就在这一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0
年11月，胡乾秀奉命赴朝参战。第二次战役
中，20军与友军在东线长津湖地区迎击美
国王牌军陆战第1师。

此时，战区连降大雪，雪积数尺，江河道
路冰冻，志愿军官兵衣着单薄，粮食缺乏，忍
饥受冻。胡乾秀带领前卫172团克服重重困
难，抵达作战区域。11月27日，东线战役发
起，172团和174团2营徒涉长津湖，于28
日凌晨攻占富坪里、上坪里、松亭里，控制了
该地区以东的独秀峰等高地，歼敌800余
人。30日，58师以长津湖东面部队作为主
攻、西面部队作为佯攻进歼下碣隅里之敌，
胡乾秀指挥主攻部队突破敌人前沿阵地，将
敌人击溃，而后越过公路向西发展。

12月8日凌晨，172团在黄草岭阵地与
敌激战，至下午高龙、黄草岭和1304高地均
被敌人攻占。胡乾秀带领173团、174团4个
连的可战兵力，赶到黄草岭实施反击，将
1304高地夺回。此时，战士们已一天一夜没
有吃饭，在1米多深的积雪中压冰坑为工事

据守，很多战士手脚冻坏，他们仍坚守阵地，
打退了敌人数十次进攻。

为便于指挥作战，胡乾秀将前线指挥所
设在黄草岭西南的一个地窖里。在美军飞机
的狂轰滥炸中，指挥所被炮弹击中，胡乾秀
与174团政委郝亮和指挥所内人员全部壮
烈牺牲。

长津湖之战对抗美援朝战争影响深远。
胡乾秀所在的志愿军9兵团收复了三八线
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将美国人轰出了朝鲜
东部元山平原地区。毛泽东评价说：“9兵团
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
了巨大的战略任务。”

胡乾秀牺牲后不久，他的第三个孩子出
生。胡乾秀的妻子为了纪念他，给刚出生的
孩子取名“忆朝”。

“小时候从老一辈那里听到了很多胡乾
秀烈士的事迹，他就是我们的大英雄，我们
要把英雄的事迹宣传好、精神传承好。”英雄
所在村村干部吴炎风说，他们正计划到沈阳
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瞻仰胡乾秀烈士墓，表
达家乡人民对英雄的景仰。

图为胡乾秀像。 新华社发

胡乾秀：在战火中永生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上接一版）同学们的脸上逐渐绽放出笑容。最后，有
位同学还主动走到前台，面对全体同学说出自己的理
想，并誓言要勇敢地突破自己。返程的途中，宣讲团志
愿者们一致决定会再回到这所学校，帮助同学们为理想
而努力奋斗。

为了让农民群众一次性获得更多的文明实践知识，
每次道德宣讲过后，会有一次新时代农民应知应会知识
小问答，涵盖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以及你最需要的文明实践活动等内容。答题现场，农
民群众认真的劲头超乎志愿者的想象。有的农民不知道
答案，他就让志愿者帮忙解读，自己再认真做答；有的
农民不会写的字，就让志愿者一笔一划地教他。小问答
反馈上来的信息已经作为洮南市开展文明实践活动的参
考依据。

宣讲现场还招募对宣讲感兴趣、有奉献精神的农民
志愿者，成为“爱心宣讲员”，并现场宣誓。

农民群众在经过宣讲团的讲解之后，感受颇深。
“经历过挨饿吃苦的日子，非常珍惜现在的好生活。”
“党的政策这么好，扶贫干部都很辛苦，我们自己得自
立自强。”

道德宣讲传递的是精神力量，需要持续地发力，更
需要农民志愿者的广泛参与。洮南市自2016年启动道
德讲堂大篷车活动以来，已在农村举办数百场宣讲活
动，潜移默化间转变着数万农民群众根深蒂固的思想观
念。2019年，在首轮宣讲过后，道德讲堂大篷车活动
将以订单预约的方式着力推进，动员农民志愿者，依托
文明实践站，在农村社会培育更加浓厚的知荣辱、讲正
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上接一版）投资104万元购买母羊560只，种羊56只，为符合养殖
条件的每户贫困户发放10只适龄基础母羊，发放的母羊全部实施舍
饲养，3年为一个周期。由突泉县佳旺有限责任公司统一技术指导、
集中培训，并以不低于市场的价格及时以现金的形式回收农户羔羊。
按照每户发放10只羊的标准，3年后，预计每户贫困户总收入将达到
2.1万元，年每户可净增收0.7万元，充分解决了贫困户生产生活难的
问题。

驻村工作队调研统计发现，共有124户农户种植李子树，每年9月
至10月期间，都有很多外地客商收购李子，销售到省内的各大超市和
食品加工厂，而且每年的收益都很可观。冯立新与村“三委”积极沟通
协商，大家一致认为种植李子树适合本村今后庭院经济的发展。通过与
畜牧局协调沟通，组织机关干部为新光村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家中种植
李子树，帮助他们发展庭院经济，并积极与各大超市及饮料厂家联系，
为新光村124户种植李子树的果农签订了订单合同。新光村的李子树是
本村的特色产业，借助庭院经济的发展政策，李子树种植户不断增多，
逐渐规模化，接下来将通过增加销售渠道，加大宣传力度，打造安定镇

“李子”特色品牌，逐步把新光村打造成为远近文明的“李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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