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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白城农村商业银行现面向社
会招聘员工。

一、招聘数量
计划招聘35人。
二、招聘条件
1.学历：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往届毕业生；应

届毕业生、“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学历人员和大学生村官、贫困大学生在报名初选中优
先考虑。

2.年龄在 28周岁以下 （1991 年 1月 1日以后出
生），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年龄可放宽至30周岁以下
（1989年1月1日以后出生）。

3.户籍：考生家庭户口须在吉林省范围内。
4.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

精神。学习成绩优良，有较好的思想和专业素质，热
爱农村金融事业，品行端正，遵纪守法，为人诚信，

无不良行为记录。中共党员、学生干部在报名初选中
优先考虑。

5.身体健康，容貌端正。
三、报名办法
符合条件人员可于2019年7月10日至2019年7月

22日（节假日除外）8:30—16:30，携带本人有效身
份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学信网学历查询结果
（在学信网打印《教育部学历证书注册备案表》）、户
口簿及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A4纸各2张），
一寸免冠彩色照片3张，到白城农村商业银行报名，并
如实、准确填写报名表。

四、考试及录取办法
白城农村商业银行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和初

选，通过初选的参加省联社统一组织的考试。综合考
试成绩、体检等情况，择优录取。

五、用工岗位

白城农村商业银行基层营业网点。
六、相关事宜
1.本次招聘由全省统一组织实施，招聘过程中不收

取任何费用，考试未指定任何参考教材，也未委托任
何中介机构和个人参与考前培训、前期报名组织等工
作。敬请广大考生提高警惕，切勿听信不实宣传，避
免上当受骗。

2.省联社统一考试的时间和地点、录取结果等相关
信息，敬请留意吉林省农村信用社网站（网址：www.
jlnls.com）。

咨询单位：白城农村商业银行人力资源部
咨询电话：0436—3207705 0436—3344183
报名地点：白城农村商业银行四楼人力资源部

（中兴西大路42号，白城日报社对面）。
白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0日

白城农村商业银行2019年招聘公告

公 告
根据白城市卫生急救

中心工作要求，已于7月
12日14时开始对120号
码进行割接，全市急救电
话统一更改为120，白城
中心医院原有院前急救电
话 3296120 取消，望广
大市民朋友周知。

特此公告
白城中心医院

2019年7月15日

拍卖公告
白城市永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接受委托，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序号 坐落 用途 面积（㎡） 拍卖参考价（元）
1 巴黎商业街门市1F21号 商业服务 74.35 393,609.00
2 巴黎商业街门市1F23号 商业服务 72.02 381,274.00
3 巴黎商业街门市1F24号 商业服务 88.28 467,354.00
4 巴黎商业街门市1F38号 商业服务 85.0 449,990.00
5 巴黎商业街门市2F18号 商业服务 31.083 146,650.00
6 巴黎商业街门市2F19号 商业服务 31.083 146,650.00
7 巴黎商业街门市2F38号 商业服务 31.083 146,650.00
8 巴黎商业街门市2F44号 商业服务 77.04 363,475.00
9 巴黎商业街门市3F10号 商业服务 77.04 303,692.00
10 巴黎商业街门市3F47号 商业服务 77.04 303,692.00
11 洮北区菜市胡同1-6号楼 商业服务 1938.8 9,372,159.00
有意竞买者请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竞买保证金（参考价格的20%）办理登记手

续。报名截止日期时间为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8月2日15时。
拍卖时间：2019年8月5日上午9时
报名及拍卖地点：白城市经济开发区钻石四季华城3号楼7号门市
拍品公开展示时间：2019年8月1日、2日
联系电话：13904366040

公 告
因省道齐齐哈尔至大安公路（S210）莫莫格至月亮泡段项目

开工建设，镇赉县公路建设办公室将组织该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
即日起省道齐齐哈尔至大安公路（S210）莫莫格至月亮泡段，禁
止大型货车及半挂牵引车、七座以上客车通行。七座以下及2吨以
下载货车镇赉去往国营渔场途径此路段请绕行至省道镇莫线
（S515）乌兰召大岗子、乌兰召村村通至苏格马、米太至大屯镇至
英台国堤至国营渔场。镇赉县公路建设办公室和镇赉县公安局交通
管理大队将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时间：自2019年7月17日至2020年10月30日。
特此公告

镇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镇赉县公路建设办公室

2019年7月17日

已是盛夏，比此时“山城”重庆的气温更
加火热的，却是再走长征路的心情。拾级而
上，在大片青翠松柏的掩映下，坐落在重庆綦
江区的石壕红军烈士墓沉默矗立着。我们不约
而同地走上前去，为红军烈士们献上一朵白
菊，点燃一瓣心香。

这里沉淀着长征路途中一段悲壮感人的故
事。跨越历史的烟云，英雄的精神与气概始终长
存。由于时间久远，当年又事出仓促，故事主人公
的姓名并没有被完整记录下来，但他们的事迹却
在当地代代相传，留给后人无限的怀念与敬仰。

今年56岁、现居住在石壕镇长征村的村民
杨文树向记者们讲起烈士墓的主人公之一——一
名红军司务长的事迹。当年司务长牺牲后，正是
他已过世的爷爷杨贵华与其他村民一起掩埋了司
务长的遗体，见证了这一切。

时钟拨回到1935年1月21日中午。当时红
一军团直属队和第一、第二师，以及红二团
8000多人已顺利完成了佯装红军主力直逼重庆
的军事态势，从而牵制国民党军队对中央红军的
压力，保卫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的任务，按照军委
部署，从贵州松坎至綦江羊角一带出发，进驻綦
江石壕，拟于次日开拔，经梨园坝向贵州温水、
良村等地进军赤水。

但这时有人反映在箭头垭街有苏区纸币和老
百姓的物品尚未归还。于是这名红军司务长带着

两名红军战士在箭头垭街毅然与战友们道别，让
部队先行离开，他们留下来检查清点、归还借用
的老百姓的物品。

这场离别最终变成了生与死的隔离。
红军部队离开后，司务长与两名战士走到箭

头垭街上的赵家，正准备归还煮饭用具时，不幸
被敌人包围。一名战士当场牺牲，另一名战士负
伤后突围，司务长不幸落入敌人手中。

杨文树告诉记者，据他爷爷说，后来敌人对
司务长进行了残酷折磨，逼迫他交代红军的组织
情况、行军路线等。但司务长始终坚贞不屈，不
曾吐露半点机密。

当天晚上敌人又将司务长押到当时一个名叫
石壕羊叉牛角尖的地方，整整一宿吊在一户老百
姓门口的一棵桑树上。善良的老百姓见司务长伤
痕累累、又饥又寒，趁敌人在屋内烤火之际偷偷
给他送饭。但司务长担心连累老百姓，同时受伤
过重难以下咽，坚持不肯吃饭。第二天就被敌人
押到茅坝坪残忍地杀害了。

就这样，司务长和那名战友永远留在了这
里。

在这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一名工农红军
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诚。他们不知道单独留下的
危险吗？不，他们冒险留下，只是因为红军有纪
律，红军爱百姓。

他们不渴望活下来，与亲爱的战友们并肩战

斗，共同守候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吗？不，他们视
死如归，只是因为在他们心里，革命理想超越一
切个人利益。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在红军长征这场理想信念的远征中，这样的英
雄有太多太多。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一
团团长杨得志之子杨建华说：“父亲每每回忆起
长征，总会说一句话：中国革命胜利了，但胜
利来之不易！”

无数烈士无名，但他们共同的名字是红
军，他们为着同一个信仰而牺牲——为千千万
万的人民谋幸福。他们的身躯已融入绿水青
山，却继续深情守护着人民。他们被一代又一
代的人们祭奠、怀念。虽然生死相隔，他们的
信仰、精神也永远传承了下来，指引着一代又
一代人前行的方向。

重庆市綦江区委书记袁勤华说，在长征精神
的感召下，当地党员和老百姓艰苦奋斗，近年来
通过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红色旅游小镇等，
实现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老百姓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新华社重庆7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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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实点名称 详细地址 对应区域 联系电话

白城市“e租宝”现场核查登记点设置情况表

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丁宁、丁甸、张敏等26人犯
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走私贵重金属
罪、偷越国境罪、非法持有枪支罪一案 （简称

“e租宝”案）涉财产部分已由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依法立案执行，并于日前发布公告开展
全国受损集资参与人信息核实登记工作。本省将
于2019年7月2日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开展
集资参与人信息核实登记工作。为方便集资参与
人参加信息核实登记，现将信息核实登记工作时
间、核实登记流程、核实点分布及对应区域、联系
电话通告如下：

一、核实登记时间
核实登记期限自2019年7月2日至2019年

8月 30日，每天登记时间以各地公布时间为
准。全省各市（州）同步启动、开展现场核实登
记工作。

二、核实登记地点
集资参与人可关注全省各地通告中公布的核

实点所属辖区、具体位置及联系方式，及时携带
相关材料至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对应的核
实点就近参加核实登记。

三、核实登记对象
具有本省户籍的受损集资参与人，以及能够

证明在本地长期工作生活的外省（区、市）受损
集资参与人。

四、核实登记流程
核实登记流程包括排号等候、核实登记信

息、信息确认签字等环节。集资参与人应听从核
实点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按照流程参与核实登
记。确有证据证明集资信息和审计信息不一致
的，将提交第三方审计机构进一步复核。

五、携带材料
1.身份信息材料
集资参与人到其户籍所在地核实登记的，应

持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原件等材料进行身份信息
核实；到其经常居住地核实登记的，除需提供本
人身份证原件外，还需提供本人社保卡或近半年
纳税证明等证明在本省经常居住的材料（原件）。

集资参与人本人不能参加的，可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委托代理人参
加现场核实登记。除提供上款所需的证明材料

外，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及经公证的委
托书原件等材料。

集资参与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由其法定代理人参加现场核实登记。
提供的材料除第一款所需的证明材料外，还需提
供法定代理人身份证原件以及户口本或监护证明
等能够证明双方法定代理身份关系材料的原件。

集资参与人已经死亡的，由其继承权利人持
被继承人死亡证明、证明继承权的公证文书（或
法院生效判决）或有继承权的身份关系证明等材
料到集资参与人所属的现场核实点进行核实登
记。核实点工作人员以继承权利人身份证号码为
依据开立电子账户，案款返还至该电子账户内。
集资参与人有多名继承权利人的，登记第一个到
核实点进行核实登记的继承权利人的身份证号
码，各继承权利人之间对返还案款的分配问题由
各继承权利人自行解决。

2.集资信息材料
集资参与人应持集资合同、银行交易明细或

收款收据等能证明充值、提现金额的材料办理核
实登记手续。

3.收款信息材料
集资参与人应携带本人名下的银行卡并提供

收款账号、开户行、开户网点名称等信息。
六、注意事项
1.此次核实登记的结果将作为案款返还的数

据基础，请集资参与人及时参与，避免因不核实
登记而影响自己的合法权益。

2.不具有本省户籍且无法提供经常在省内居
住证明材料的集资参与人，请前往户籍所在地的
核实点进行核实登记，具体事项请关注户籍所在
地省区市发布的核实登记通告。

3.集资参与人应注意防范电话诈骗，核实登
记机构不会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要求集资参与
人提供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码等个人信息，不
会提出转账、验资、交费等要求。

4.故意编造虚假信息，干扰信息核实登记工
作、损害集资参与人合法权益的，将依法追究相
应法律责任。

吉林省“e租宝”善后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2019年7月10日

吉林省“e租宝”案集资参与人信息核实登记通告

河南夏粮总产量749.08亿斤 居全国首位新华社郑州 7 月 17 日电
（记者宋晓东）近日，国家统计
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调查结果
显示，经国家统计局核准，今
年河南省夏粮总产量为749.08
亿斤，比上年增加26.34亿斤，
增长3.6%。夏粮播种面积、总
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均居全国
第一。

据了解，今年河南夏粮

播种面积 8577.97 万亩，比上
年 减 少 77.19 万 亩 ， 减 幅
0.9%；夏粮平均亩产436.63公
斤，比上年增长4.5%，比全国
平均增幅高1.0个百分点。小麦
总产量748.36亿斤，比上年增
加27.79亿斤，增长3.9%。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
队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河南
夏粮播种面积虽然略有减少，
但优质小麦种植面积增加，再
加上小麦生长期气象有利条件
较多，病虫害发生面积少，为
夏粮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无 名 的 牺 牲
——记在重庆石壕的那场生死离别

●新华社记者 丁玫 胡璐 周闻韬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新华社合肥7月17日电（记者
鲍晓菁）又到夏天，安徽省绩溪县

家朋乡迎来了许多避暑度假的城市
居民。这个以烈士许家朋命名的皖
南乡村，不仅风光秀美、空气舒
爽、气候宜人，而且具有深厚的红
色文化底蕴，被评为“安徽省第三
批红色旅游乡镇”。

许家朋，1931年生，安徽省绩
溪县人。1951年5月，参加中国人
民解放军。1952年7月，参加中国
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953 年 4
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上甘岭战役后，黄继光的英雄
壮举令志愿军将士深受感动和激
励，许家朋也不例外。石砚洞北
山反击战任务下达连队后，他第
一个向团支部递交了决心书，他
说：“在一旦需要我的情况下，就
像黄继光同志那样，为了朝鲜人
民和祖国人民而牺牲自己。”他对
战友说：“我要接受这次战斗的考
验，一定像黄继光那样勇敢地消
灭敌人！”

1953年7月6日夜，在朝鲜铁
原以西石砚洞北山反击美军第七师
的战斗中，许家朋所在的六连突击
排冒大雨沿侧翼向美军主峰阵地发
起攻击。接近主峰时，美军一暗堡
突然开火，将部队压制在山腰间。
战斗中，和许家朋一起执行爆破任
务的战友不幸牺牲。许家朋见状迅
速抱起炸药包，冲向敌人的暗堡。
前进中，他的双腿被炸伤，仍忍着
伤痛，顽强地爬抵暗堡，执行爆破
任务。但由于炸药包被雨淋湿，爆
破未能成功。许家朋拖着伤腿绕暗
堡爬行，寻找暗堡入口。在找不到
入口的情况下，为争取时间，他毅
然挺身扑向暗堡射孔，用胸膛堵住
正在射击的枪口，以自己的生命为

部队开辟了进攻道路。战友们在他
的英雄行为激励下，奋勇作战，迅
速攻占了北山主峰。

根据许家朋生前的申请，所在
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1953年10月27日，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
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
级国旗勋章。1954年2月15日，中
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
等功，并追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同年5月24日，追授他中国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模范团员”称号。安
徽省绩溪县人民政府将他的家乡命
名为“家朋乡”，并立“许家朋烈士
纪念碑”以示纪念。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许家朋：用胸膛堵住敌人枪眼的志愿军战斗英雄

7月16日，在宁夏固原市彭堡镇，工人在田地里收割菜心。
近日，宁夏固原市的冷凉蔬菜进入采摘季，正值当地多雨时节，工人在田地里抓紧采摘。

近年来，固原市立足本地气候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冷凉蔬菜产业，全市冷凉蔬菜年总产量达
200万吨。 新华社发（杨植森摄）

图为许家朋像。 新华社发

宁夏全面推行政务服务无偿帮办代办服务
新华社银川7月17日电（记者杨稳玺）为

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和营商环境，减少企业和群
众跑腿次数，宁夏回族自治区要求2019年底
前，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全部设立帮办代办窗口，
全面推行无偿帮办代办服务。

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改革
办公室介绍，全面推行政务服务无偿帮办代办服
务，是宁夏为延伸拓展“一窗受理、集成服务”
模式功能开展的工作之一。宁夏同时鼓励各市、
县（区）探索为企业和群众提供错时、延时服务
和双休日、节假日办理通道，对重点区域、重点
项目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并提高大厅设施
服务效能，积极推广自助申报一体机，有条件的
可建设“24小时不打烊”自助服务区。

为实现上述目标，宁夏要求各审批服务部门
按照配齐、配强的要求，选派优秀业务骨干进驻
政务大厅；明确承担行政审批事项工作的人员应
是公务员或参公事业编制人员，并保持相对稳
定；前台受理人员由各级审批服务管理机构统一
安排调剂使用，确需招聘及培训的，应强化日常
管理教育工作以确保受理人员能够按照受理业务
标准掌握受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