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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于芯 实习
生 闫书御琳）8月 28日，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孙时光带领由市
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及人
大财经委、预工委工作人员组成
的检查组，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
开展执法检查。副市长徐晖，市
应急管理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检查。

座谈会上，检查组一行听取
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
详细了解了我市在安全生产工
作中面临的问题和需要破解的
难题。检查组对我市安全生产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孙时光说，
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执行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牢固树立安全发
展理念，有效防范化解了重大安
全风险，安全生产水平不断提
高。孙时光强调，要强化应急救
援及保障能力，针对重点行业和
薄弱环节组织开展实战化应急
救援演练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
生。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强化救援人员配置、装备配备、
日常训练、后勤保障，健全完善
体制机制，进一步提高队伍综合
应急救援能力，确保全市安全生
产形势稳定。

检查期间，检查组还深入西
安煤业公司六区、市巨峰生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听取企业安
全生产工作汇报，详细询问并实地查看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
理、重大危险源监管等方面情况，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指
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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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水类型：计划停水
1.停水时间：9 月 2 日 8

时 30 分至 16 时；停水区域：
银基东苑小区、隆府尚苑、银
基花园小区

2.停水时间：9 月 3 日 8
时 30 分至 16 时；停水区域：
东艺嘉园、七一花园小区，紫
御华府、检察新村小区

3.停水时间：9 月 4 日 8
时 30 分至 16 时；停水区域：
东艺康郡小区、东艺郦园、东
艺春城、东艺综合区、七一电
业小区、七一北花园

4.停水时间：9 月 5 日 8
时 30 分至 16 时；停水区域：
盛世三期小区、幸福园小区

5.停水时间：9 月 6 日 8
时 30 分至 16 时；停水区域：
东方新城小区、南至龙山区
政府、北至西宁浴池、西至客
运总站

6.停水时间：9 月 9 日 8
时 30 分至 16 时；停水区域：
吉盛花园小区、辽河人家、巨
峰小区

7.停水时间：9 月 10 日 8

时 30 分至 16 时；停水区域：
颐和人家、宇升花园、寿山花
园、御景豪庭

8.停水时间：9 月 11 日 8
时 30 分至 16 时；停水区域：
永晟园小区、易城小区、石油
化宿舍、得亨宿舍、汇丰苑小
区、平安小区二号

9.停水时间：9 月 12 日 8
时 30 分至 16 时；停水区域：
柏林小镇小区二期、向阳老
政府小区、龙凤小区、柏林小
镇、家乐花园、国城开发、三
联供宿舍、电厂宿舍、工行宿
舍、种子公司宿舍

10.停水时间：9月 16日 8
时 30 分至 16 时；停水区域：
水岸人家、滨河花园、老政府
小区、星河万源蓝湾

11.停水时间：9月 17日 8
时 30 分至 16 时；停水区域：
南郡富苑、龙山新城、鑫阳小
区、农机楼

12.停水时间：9月 18日 8

时 30 分至 16 时；停水区域：
八一景苑、桂枫园小区，兴源
小区、金鼎水岸小区

13.停水时间：9月 19日 8
时 30分至 16时；停水区域：南
至一实验道口、北至西宁大
路、东至龙山大街、西至人民
大街、供热大厅道南小区至政
务大厅道东小区、晨风小区

14.停水时间：9月 20日 8
时 30分至 16时；停水区域：安
居小区，南至电业三楼小区、
北至靠山屯，北至司法局、南
至工商银行、西至谦宁小学

15.停水时间：9月 23日 8
时 30分至 16时；停水区域：煤
城新村、桥北小区、金三角小
区、隆府嘉园、银达小区、二中

16.停水时间：9月 24日 8
时 30 分至 16 时；停水区域：
书香园，东至永龙小区、西至
站前市场，隆基华典小区、三
建宿舍、运管处

17.停水时间：9月 25日 8

时 30 分至 16 时；停水区域：
盛世一期、盛世二期小区、站
北新苑小区

18.停水时间：9月 26日 8
时 30 分至 16 时；停水区域：
半岛二期小区、半岛三期低
区、易城嘉园、南岸明珠、平
安 1 号、汽改 1、2 号、农机宿
舍、制泵、建总 2000

19.停水时间：9月 27日 8
时 30 分至 16 时；停水区域：
隆基宝典小区、龙腾景升小
区

20.停水时间：9月 29日 8
时 30 分至 16 时；停水区域：
九洲外滩小区、九州公园时
代小区

停水原因：因辽源市水
务集团对上述区域所在二次
供水泵站蓄水池（箱）进行清
洗消毒，届时上述区域停水，
望广大用户提前做好蓄水准
备。对停水期间给您带来的
不便深表歉意。

咨询电话：6661555
辽源市水务集团公司

2019年8月28日

停水通知
横道河镇金鑫源选矿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362号）第一

百零六条第（二）项规定，现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税务检查通知
书》（辽税稽检通—〔2019〕10063
号）。自公告之日起满 30日，即

视为送达。
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税务

局稽查局
2019年8月28日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告知：
税务机关派出的人员进行

税务检查时，应当出示税务检查
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并有责任

为被检查人保守秘密。未出示
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
的，被检查人有权拒绝检查。

联系人员：张铁兵 于洪杰

联系电话：04375031088
税务机关地址：辽源市龙山

区龙山大街855号
2019年8月28日

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检查通知书

辽税稽检通—〔2019〕10063号

横道河镇金鑫源选矿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决定派于洪杰、张铁兵等人，自

2019 年 6 月 3 日起对你（单位）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
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

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
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
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2019年7月4日

本报讯 近日，辽源矿
业增量配电业务试点项目
业主——辽源矿业集团配
售电有限公司获得了国家
能源局东北监管局颁发的
电 力 业 务 许 可 证（供 电
类），这意味着我市配电业
务改革取得了关键性的突
破。

据了解，辽源矿业增量

配电业务试点项目被列为
国家第二批试点，是我市首
个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
项目。成为试点以来，市发
改委积极协调和推进试点
项目供电区域划分工作，多
次向省能源局进行汇报，协
调省能源局与国家能源局
东北监管局进行对接，并安
排专人跟进前置性资料进

度，及时解决企业在办理许
可证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
题，保障了许可证的最终取
得。

下一步，市发改委将继
续做好该试点项目的后续
管理和服务工作，努力确保
试点项目走稳走实，不断深
化我市配电业务改革工
作。 （筱梖）

我市首个增量配电业务
试点项目业主取得许可证

今年 8月，对于 17岁的
汪新尧来说，可谓是悲喜交
加。喜的是，今年高考，品学
兼优的他如愿考入了吉林农
业科技学院动物医学专业。
可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刹
那，汪新尧的脸上并没有兴
奋与欢喜，反而心中充满了
遗憾与痛苦：高考期间，从小
相依为命、一手将他抚养长
大的母亲因患癌症不幸去世
了，终究没能看着他迈进大
学的校门。

汪新尧说，母亲的临终
遗愿就是希望自己能好好读
书、出人头地，这也是自己一
直以来的梦想。然而，在母
亲患病治疗期间，家里本就
不多的积蓄早已所剩无几，

他哪还有钱上学读书啊！汪
新尧感觉眼前的求学之路荆
棘重重、一片黯然。

而此时，一群人的出现，
让汪新尧深切体会到自己曾
经读过的那句话——“人生
的岔口终会有一盏明灯为你
引路。”自 2014年便成立了

“爱心基金”的市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在得知汪新
尧的情况后，积极响应团市
委举办的“希望工程、圆梦大
学”助学活动，迅速启动了

“爱心基金”，倡导“人人参
与、奉献爱心”，不仅为汪新
尧筹集助学资金、解决每学
年的学费问题，还进行多方
协调，帮助其办理了低保，减
轻了他的生活压力和学习负

担，让他可以像普通孩子一
样无忧无虑地追逐梦想。

8月 21日，当接过市妇
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为
他筹集的爱心助学基金时，
汪新尧觉得这份爱沉甸甸、
暖呼呼的。他说：“非常感谢
妇幼保健计生服务中心的叔
叔阿姨对我的帮助，让我再
次感受到爱与温暖。今后，
我会继续努力学习，不辜负
大家对我的期望，做一名对
社会有用的人，并将这份爱
心持续传递下去。”

本报讯 为进一步大力
弘扬扶贫助学的社会新风，
帮助更多品学兼优、家庭贫
困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近日，西安区福盛社区开展
了“关爱学子、金秋助学”活
动，帮助贫困学子放飞梦
想、收获希望。

活动现场，福盛社区为
7名新入学贫困大学生发放

助学金21000元；为8名贫困
小学生发放学习用品，并鼓
励受助同学要保持积极、乐
观、向上的态度，珍惜学习时
光，用知识成就梦想，早日成
为祖国栋梁。受助学生表
示，将刻苦学习、奋发图强、
不断增强自己的本领，做到
学有所长、学有所用。

据悉，西安区福盛社区

开展“金秋助学”“送温暖”
等活动以来，积极搭建助学
平台，目前已资助 30余名贫
困学生，发放助学金 4万余
元。下一步，该社区还将继
续通过积极组织开展“捐资
助学”等各类活动，将爱心
温暖传递下去，营造全社会
共同关爱贫困学生的浓厚
氛围。 （李贺 车淑媛）

福盛社区开展“关爱学子、金秋助学”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及肃）8
月 22日，东辽县人民检察院
召开首例未成年人不起诉宣
告暨训诫会。承办检察官向
10 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宣
告了不起诉决定，并对其作
了训诫教育。县关工委负责
人以“踏平坎坷、步入坦途”
为题与 10名未成年人犯罪
嫌疑人进行了心灵沟通和情
感交流，给予他们人生哲理
的启迪。

日前，承办检察官分别
对此案中的 10名犯罪嫌疑
人的家庭及就读学校进行了
走访。经过走访调查，上述
10 名犯罪嫌疑人虽已触犯
了刑法，但系初犯，未造成严
重后果，均无犯罪前科并均
有认罪悔罪的表现，家长也

承诺加强管束和教育。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相关规定，认为应给予其
重新步入正轨、完成学业、贡
献社会的机会，并召开了由
县人大、政协、政法委、关工
委、公安局、教育局、团县委、
学校等社会各界代表和犯罪
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法
律援助律师参加的拟不起诉
案件（不公开）听证会。

听证会上，各方代表认
为，该案情节相对较轻，主观
恶性不大，从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及对失足未成年人教
育、挽救、促使未成年人悔罪
自新的角度出发，应当对其
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在宣告不起诉决定后，
承办检察官对 10名未成年

人进行了训诫。在承办检察
官的见证下，10名被训诫人
在“训诫保证书”上签名，并
郑重宣誓：“感谢社会各界给
予我们一次改过的机会，让
我们能够继续完成学业，我
保证遵守法律法规……远离
犯罪，做一名对国家和社会
有用的人。”

东辽县人检察院相关负
责人介绍，这是该院首次针
对不起诉未成年人进行的正
式训诫教育，是贯彻最高检
关于“最大限度地挽救未成
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精神
的具体体现，是一次新的尝
试和良好开端。今后，将继
续加强此项工作，为未成年
人刑事检察工作迈上新台阶
奠定良好基础。

温暖爱心照亮求学路
本报记者 汪琳

东 辽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召 开
未成年人不起诉宣告暨训诫会

新闻热线电话：0437-3249118

本报讯“以往办证需要
跑好几个窗口，没想到今天
不用跑了，一个窗口很快就
办完了，真的越来越方便
了。”日前，在东丰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服务分厅，个体商
户李晓静拿着刚领的营业执
照高兴地说。

为全面推进“只跑一次”
改革工作，努力打造服务更
优、效率更高、活力更足的营
商环境，东丰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办理窗口进行整合，通过改

造硬件、建设队伍、优化服务
三方面促进基层所转型升
级，稳步推进标准化、服务型
窗口建设，将涉及东丰镇及
周边乡（镇）事涉市场监督管
理各类登记业务进行整合搬
迁，使用统一的门牌、导引
牌、去向牌等各类标识，为群
众办事创造便捷的环境。服
务分厅内简洁透明的一站式
办事窗口与“自助式”办理模
式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办理
效率，让群众办事“零跑动”
的愿望真正实现，为群众打

开“方便门”、让群众实现
“零”等待。

据了解，该局共投入十
余万元对服务分厅进行改造
升级。目前，日接待办理用
户达 80余人。此外，办事大
厅还设立了APP二维码指示
牌，商户们下载应用后，足不
出户，在家就可以办理业
务。努力实现“一窗受理、一
网通办、一库共享”目标，更
大程度提升了经济社会的发
展指数和人民群众的幸福指
数。 （刘永来 李莹）

东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让群众办事“零跑动”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稿全文 http://www.ep-home.com/forum.
php?mod=viewthread&tid=239045&extra=可到环评
单位进行纸质版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所在厂址外延
500米范围内的居民及单位。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
ep-hom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239045&extra=。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方式一：请将公众意见表下载填好后发送至邮

箱149426128@qq.com。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人：
钟工；联系电话：13104483239

方式二：现场送达。请将公众意见表下载填好
后送至辽源市竞秀纸制品有限公司。联系人：王总；
联系电话：13943777123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时间为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公示单位：辽源市竞秀纸制品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9日

辽源市竞秀纸制品有限
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二次公示

扫黑除恶应知应会小知识

经各县（区）放心消费创建机
构、市创建成员单位初审申报，辽
源市“放心消费在吉林”创建活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考核，下列经营
单位在 2019 年“放心消费在吉
林”创建活动中，符合放心消费示
范街、示范店（企业）创建条件和
标准，拟命名为辽源市“放心消费
在吉林”示范街、示范店（企业），
现予以公示。请全市各监管部
门、广大消费者对其是否诚信守
法经营、是否存在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等问题反映情况。

一、辽源市“放心消费在吉
林”示范街名单：

辽源市步行街东段（东起自
辽源市东方家电商场，西至辽源
市联贸大厦）。申报单位：辽源市
步行街商贸协会。

二、辽源市“放心消费在吉

林”示范店（企业）名单：
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

源人民大街支行
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

源支行
3.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辽源康宁大街连锁店
4.东辽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一

部
5.长春文化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辽源分公司
6.辽源市龙山区顾大鱼庄烤

全羊总店
7.吉林省博大伟业制药有限

公司
8.辽源誉隆亚东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
9.吉林省博大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10.辽源市龙山区半岛荟酒店

11.辽源市龙山区家俭诚厨宴
宾楼

12.辽源市龙山区邵汇大虾
店

13.吉林省东艺壹品营养配餐
有限公司

14.辽源市第五中学食堂
15.辽源市泉龙源酒业有限责

任公司
16.辽源市恒易电子销售有限

公司
17.辽源市龙山区俊林珠宝店
18.辽源市东方家电有限责任

公司
19.辽源市龙山区茉莉阿拉丁

音乐咖啡店
20.辽源市龙山区军发美食府
21.辽源市经济开发区四合豆

捞快餐店
22.辽源市龙山区永宝顺小吃

宴宾饭店
23.辽源市龙山区大拇指蛋糕

东吉店
24.东辽县液化气供应有限公

司
25.吉林广信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26.东辽县欧德福生活购物广

场
27.吉林省巨源电线电缆有限

公司
28.吉林省吉米飘香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29.辽源渭津金刚水泥有限公

司
30.吉林中粮生化包装有限公

司
31.东丰县皇家鹿苑电子商务

孵化产业园有限公司
32.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

司
33.东丰县鹿丰源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34.吉林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35.辽源市西安区鸿福鼎樽大

酒店
36.辽源市西安区晟源一品酒

店
公示截止日期：2019年9月6

日
监督电话：6099024 6099090
通讯地址：辽源市龙山区辽

河大路3747号
辽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号

楼205室
电子邮箱：lsgs6072@163.com
辽源市“放心消费在吉林”创

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8月29日

关于拟命名辽源市“放心消费在吉林”示范街、示范店（企业）的公示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目标任务是什么？
通过三年不懈努力，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特别是农

村涉黑涉恶问题得到根本遏制，涉黑涉恶治安乱点得
到全面整治，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管理得到明显加强，
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提升；黑恶势力“保护
伞”得以铲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环境明显优化；基
层社会治理能力明显提升，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防范打
击长效机制更加健全，扫黑除恶工作法治化、规范化、
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