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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通榆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通国土资告字〔2019〕003号

经吉林省通榆县人民政府批准，吉林省通榆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编号

TYCB2019-009

地块位置

通榆县至面公路北侧、
原天成公司西侧

用地面积
（㎡）

25489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容积率

≥0.702

建筑密度

≥30%

出让
年限（年）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73

起始价
（万元）

344.1015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可申请参
加，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

四、申请人可于2019年9月27日至2019年10月26日，到吉林省
通榆县国有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
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0月26日14时。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
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9年10月26日16时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吉林省通榆县原林业局西
楼二楼储备中心（摘牌地点通榆县政务服务中心五楼第二开标室）；上
述地块挂牌时间不少于10日，具体挂牌时间为：2019年10月18日09

时至2019年10月28日15时 (摘牌时间2019年10月28日15时)。
六、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

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吉林省通榆县原林业局西楼二楼储备中心
联系电话：18843641005
联系人：王德强
开户单位：通榆县国有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榆支行
账号：22050166673809595959

吉林省通榆县自然资源局
2019年9月27日

通 知
陈广宇先生：

由于你2019年8月26日至9月24日间一直未到
单位工作，期间多次联系你本人和你父母均无法与
你取得联系，无法得知你未上班原因，你无法正常
工作，根据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至四十
四条规定，你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书于2019年9
月24日中止。期间，公司暂停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
相应义务，包括：劳动报酬、福利待遇、休息休假
等。已建立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企业年金的，中止
相应待遇。劳动合同中止期间，社会保险、住房公
积金关系随之中断，统筹地区政策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符合法定恢复劳动关系的情形出现时，应
由本人在30日之内提出书面申请，经履行相关程序
后，可恢复劳动关系的正常履行。出现解除和终止
劳动合同情形的，按公司员工退出管理规定相关程
序办理。

特此通知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洮南市供电公司

2019年9月26日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行政强制公告书
白执公告字〔2019〕190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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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连山未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在海明东路36号楼
一单元302擅自建设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本机
关于2019年8月9日对邱连山作出限期7日内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
处罚（白执罚字〔2019〕第190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进
行催告（白执强催〔2019〕第190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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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
行。

特此公告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2019年9月29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注销公告
根据《白城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白政房征字〔2019〕1号），对白城市鹤城热力有限公司位于幸福

街以东、保胜路以南、铁塔集团以北，原白城市罐头厂范围内的土地和房屋实施征收。根据《白城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将一
宗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储备库的批复》（白自然资字〔2019〕140号），将上述土地纳入储备库。现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之规定，对该范围内的土地登记予以注销，土地使用证自公告之日起作废。

序号

1

2

权利人名称

白城市鹤城热力有限公司

白城市鹤城热力有限公司

土地证号

白国用（2014）第0800002491号（5.07.1-021）

白国用（2014）第0800002492号（2.07.1-009）

使用权面积（平方米）

8576.10

31164.04

特此公告
白城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9月29日

白城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公 告
(注销第13号)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第411号令)的

规定，其《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有效期已经终止，失

去法定效力，登记管理机关现依法予以注销，公告如下:

事业单位名称: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2208004129920504

拍卖公告
吉林省天盛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下列标的进行

公开拍卖：
丰田牌TV6460GLX-i小型普通客车一辆，注册登记

日期为2011年1月27日，参考价格：8.39万元。
拍卖标的展示及报名登记时间：
2019年10月15日至16日
拍卖时间：2019年10月17日9：00
拍卖地点：吉林省天盛拍卖有限公司（海明东路25号）
网址：http://www.jltspm.com
请有意竞买者持有效身份证件及拍卖车辆过户保证

金2万元到我公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详情请拔打咨询电话：0436-3245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政府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正义斗争中，形成了“一个中国”原则。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和政府开始提出，中国
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与
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
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
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但由于
种种因素制约，这些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1958年10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
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公开指
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
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表

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
作；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可以照原有方
式生活，军队可以保存，继续搞三民主义。1960
年5月24日，周恩来将谈话精神概括为“一纲四
目”，并通过张治中1963年1月4日致陈诚的信转

达给台湾方面。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和平方式解决台

湾问题，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指明了
方向，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确立奠
定了政治基础。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10月7日，游客在福州西湖公园游玩。
经文化和旅游部综合测算，2019年国庆七天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7.82亿人次，同比增长

7.81%；实现国内旅游收入6497.1亿元，同比增长8.47%。 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记者魏玉坤 叶昊鸣）记
者7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
体平稳。截至当日18时，全国未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和自然灾害，与近5年同期均值相比，因灾死亡失踪
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减少49.3%和58.9%。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应急管理部提前作
出部署、狠抓措施落实、紧盯灾害事故，全力做好国
庆假期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各项工作。针对假期游客
流量大等特点，提前在相关景区景点、大型群众活动
现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前置救援力量，稳妥处置各类灾
害事故。国庆期间，派出多个工作组，针对危化品、
煤矿、非煤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明察暗访，坚决
防控重大风险隐患。

这位负责人介绍，国庆期间，全国消防救援队伍
共出动车辆3.6万余辆次、指战员19.3万余人次，参
加灭火和抢险救援 16463 起，营救遇险被困群众
2813人。森林消防队伍接报处置森林火灾28起，共
出动2015人次参与扑救，均已扑灭。国家安全生产
应急救援队伍共出动22队次、指战员187人次参与
社会火灾处置工作。

（上接一版）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不可剥夺的
神圣权利；实现中国梦是顺应人民意愿、合乎历史逻辑的正
义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只要我们保
持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革命意志，就能把一个个坎都迈过
去，什么陷阱啊，什么围追堵截啊，什么封锁线啊，把它们
通通抛在身后！

前进步伐不可阻挡，是因为我们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
展。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中国靠的不是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始终不渝走和
平发展之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
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

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推动人类共同发
展作出了应有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对外开放中展现了大国担当。前进征程上，顺应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这一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将坚定不移
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
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踏平坎坷成大道”。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
伟大民族，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人民，中
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迎着民族复兴
的壮丽前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奔跑中，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一定能把圆梦的辉煌写在不远的将来！

10月7日，在河北省枣强县枣强镇刘旸后村，村民使用机械收获花生（无人机拍摄）。
近年来，河北省枣强县在实施精准扶贫工程中，引入“托管式订单种植”模式，发展花生

规模种植。目前，该县已发展“订单花生”2000亩，带动1000余名农民增收。
新华社记者李晓果摄

山西：红色旅游吸引青少年

新华社太原10月 7日电（记者刘翔霄）
国庆期间，山西一些知名红色旅游景点景区迎
来了诸多亲子游客、研学团队。

在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山西长治市武
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几位从北京、天津远
道而来的家长告诉记者，他们是在收看国庆阅
兵后，自发带孩子前来接受爱国主义“再教
育”的，“沿途红色基因很浓厚”,“孩子对抗
战、对山西有了最直观的认知”。

山西是革命老区，雄美的太行、吕梁山间
留有大量丰富感人的红色遗址遗迹。2018年
以来，“蔡家崖”号列车开通、太行少年军校

组建……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被吸引至此，进行
研学实践。

拥有系列红色旅游景点景区的武乡县依托
太行少年军校，推出国防教育、军事特训、素
质拓展、农事劳作体验等红色军事研学活动，
开发了“八路军文化进高校”“太行少年军校
特训营”“小小八路军”等多条成熟的研学线
路，吸引了北京、江苏以及山西周边省份的研
学青少年。

据长治市文化和旅游局统计，一年来，武乡
县太行少年军校已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约20000
余名中小学生开展红色文化研学实践活动。

新疆大漠小城：援疆医生国庆假期“不下线”
新华社乌鲁木齐10月7日电（记者顾煜 宿传义）手术室

内止血钳在医护人员手中传递，走廊内医生查看着患者病历
……尽管是国庆假期，孙明宏一早便来到新疆且末县人民医
院，为患者诊疗。“国庆假期我们唐山市13名援疆医生12名
都在岗，老百姓看病不用愁。”

新疆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南，县城南靠阿尔金
山，其余三面被塔克拉玛干沙漠环抱。由于且末县人民医院医疗
条件不完善，以前许多患者不得不到千里之外的库尔勒市就诊。

2017年2月，骨科专家孙明宏和12名唐山医生作为河北
省第八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且末县，开始为期三年的援疆工
作。他们的到来改变了县城医院的状况。

“要不是孙医生，我的大拇指可能就废了。”31岁的闵学
龙10月1日手指受伤住进且末县人民医院，由于肌腱断裂，
如果接不上，手指以后将无法弯折，但这类手术许多医生都不
敢操刀。

“2日下午开完会从库尔勒赶回来直接就进了手术室。”
当天下午，孙明宏就为病人接上了肌腱。

作为骨科专家，孙明宏2017年来到且末县人民医院后，
全面了解医院情况后提出多项骨科发展意见和建议。当年8
月，骨科分组试运行；次年2月，骨科正式分出，编制床位
20张，目前住院病人保持在50人左右，最多53人；骨科由成
立之前全年只能完成6例锁骨骨折手术，到现在一年完成近
300例手术，开展了肩锁关节脱位、肩袖损伤、肱骨外科颈骨
折、肱骨干骨折等新技术、新项目32项。

孙明宏告诉记者，国庆假期他至少要做5台手术，为了让
3个“徒弟”更快学习技术，他每天都要进行病例讲解，带领
大家一起查病房，“每天差不多晚上11点多才能回到宿舍。”

虽离家万里，国庆假期无法和家人团聚，但孙明宏和其他
援疆医生看到填补了一项项且末县医院空白、赢得当地老百姓
一面面锦旗时，觉得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孙明宏说，国庆假期援疆医疗队队员除了1名由于受伤在
治疗外，其余12名都留守在医院，为当地老百姓排忧解难。

“国庆假期和春节留守医院是常态，我们13名援疆医生3年来
没有人在国庆、春节请假回家。”孙明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