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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热用户：
你们好！
热力集团为促进热用户积极缴纳

热费，对提前缴纳当期热费的热用户
给予优惠政策：9月 1日至 9月 30日缴
纳热费，每平方米优惠0.20元；10月份
属正常缴费不优惠。

热用户申请办理停供时间为每年
5月份至9月30日止（申请办理停供的
用户需持上年缴费收据和本人身份证
办理）。逾期不办理者，视为继续供
热，须缴纳全额热费。现办理停供时
间即将结束，请有停供要求的热用户
尽快办理。

为了方便广大热用户缴纳热费，
热力集团公司在以下银行设置收费网
点。

中国建设银行辽源分行代收供热
费网点：

分行营业部（市建行一楼）

龙山支行（东方广场东侧）
吉源支行（山语城欧亚西侧建行）
矿区支行（矿务局东山花园小区）
北寿路支行（红旗剧场南侧）
北大营支行（四百货转盘道北侧）
西宁大路储蓄所（妇婴医院东侧）
东市场储蓄所（步行街东侧龙山

金店左侧）
连阳路储蓄所（向阳二酒厂道口）
财富大路支行（袜业园办公楼一

楼）
开发区支行（开发区友谊大路德

胜家居一楼）
仙城大街支行（仙城大街煤校斜

对过）
东吉大路支行（吉盛花园小区北

门东侧）
东丰支行（东丰县建设局对过）
东丰东丰路支行（联信活力城一

楼，小鹿药店对面）

东辽支行（东辽县白泉镇东交大
街481号）

吉林银行辽源分行代收供热费网
点：

金汇支行（原市公安局楼下）
东吉路支行（翠湖园小区）
长寿街支行（银座购物中心楼下）
南康支行（凯玛超市楼下）
新兴路支行（东艺郦园三期）
矿电支行（煤城新村）
泰安路支行（四百货对面）
昌业支行（原物资局道口）
煤城支行（矿务局东）
西宁支行（一实验小学对面）
开发区支行（袜业园一号楼）
吉光路支行（步行街百乐对面）

龙山支行（政务大厅东侧）
兴辽支行（福镇大路）
向阳支行（广电大厦一楼）
经康路支行（第二幼儿园对面）
人民大街支行（人民银行对面）
东辽支行（县公安局对面）
东丰支行（东丰县东风路与药业

大街交汇处）
中国工商银行辽源分行代收供热

费网点：
工行西宁支行（原三百货）
工行世纪广场支行（大什街市人

大南侧）
工行东风支行（大什街华泰北侧）
工行矿电支行（原四百货北侧）
工行东山支行（矿务局原二百货

南侧）
工行东方红支行（站前地下商场

对面）
工行龙山支行（市社保局楼下）
工行工农支行（福镇小街南行100

米）
工行开发区支行（开发区袜业园

东200米）
工行中兴支行（华泰对面）
工行红城支行（红城市场南行100

米）
工行向阳支行（市政府西侧）
中国银行辽源分行代收供热费网

点：
中行营业部（红旗剧场北侧）
中行东吉支行（市地税局对面）
中行桥西支行（原市日报社对面）
中行人民大街支行（市建行对面）
中行人民广场支行（质监局东行

100米）

中行向阳路支行（市广电大厦对
面）

热力集团公司营业部地址：
东腰岭地税局南侧（东吉大路 9

号）
热力集团家园供暖收费厅地址：
仙人路家园供暖收费大厅
热力集团第二调峰热源厂收费厅

地址：
北部新区热源厂院内
凡是辽源市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的

热用户都可以在上述任何地点缴纳供
热费，并同样享受优惠政策。如需报
销热费的用户请及时到营业部换取热
费发票。

热力集团客服热线：
963518
特此通知

辽源市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9月9日

通 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本报讯（记者 李锋）辽源经

济开发区于 9月 12日召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辽源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张凤林出
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市委第五
巡回指导组到会指导。

张凤林强调，这次会议的主
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
央要求和省委、市委部署对全区
开展主题教育进行动员部署。张
凤林要求，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的
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务
实的作风举措，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深刻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
重大意义。聚焦目标要求，牢牢
把握主题教育的正确方向；落实
重点措施，推动主题教育有力有
序开展；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主题
教育取得实效。

市委第五巡回指导组要求，
经济开发区在开展主题教育过程
中要聚焦根本任务，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全面把握主题教育总要
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提
高抓好主题教育工作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开展主
题教育，要紧紧围绕“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这一总要
求，准确把握党中央精神，按照省

委和市委部署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坚持贯彻落实，积极推
进，做好分类指导，力戒形式主义，增强学习针对性和实效性，
做好整改落实，确保主题教育取得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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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于芯）9
月12日，龙山区召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市政协副主
席、龙山区委书记张恒军
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
市委第三巡回指导组到会
指导。

张恒军强调，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
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
义。全区上下要吃准吃
透、学懂弄通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切实打牢高质
量开展主题教育的思想基
础，为决胜全面小康、加快

“首善之区”建设注入强大
动能。要准确把握目标要
求，切实做到确保理论学

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
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
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
表率的“五个确保”，着力
增强主题教育的针对性和
时效性。要创新落实重点
措施，推进主题教育有力
有序开展。学习教育要往
深里走、心里走、实里走，
调查研究要察实情、出实
招、求实效，检视问题要有
广度、有深度、有精度，整
改重点抓、持续抓、深入
抓，确保“规定动作”不折
不扣落实到位。要全面加
强组织领导，在思想上高
度重视、行动上迅速跟进、
措施上务求实效、落实责
任、营造氛围、加强督导，

确保主题教育深入扎实推
进，努力开创新时代龙山
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市委第三巡回指导组
要求，龙山区要聚焦根本任
务，牢牢把握主题教育总要
求和目标任务，坚持“四个
贯穿始终”，教育引导党员
干部在学习教育、调查研究
中悟初心、守初心，在检视
问题、整改落实中勇作为、
践使命。要务求分类施策，
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确保取得实际成效。要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改
进工作方式方法，减少繁文
缛节，减轻基层负担，以优
良作风确保主题教育取得
更好效果。

龙山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 题 教 育 工 作 会 议 召 开

本报讯（记者 付晓
娇 刘鹰）9月12日，东丰县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
署要求，对全县开展主题
教育进行动员部署。市委
第一巡回指导组成员到会
指导。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
站位，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
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
义。全县各级党组织要以
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深入
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把严的要求、严的标准、
严的措施贯穿管党治党全

过程各方面，对全县党的建
设来一次政治“大体检”、思
想“大扫除”、问题“大检
修”，在革故鼎新中不断增
强党的生机与活力，努力把
东丰县各级党组织建设得
更加坚强有力。要聚焦目
标要求，牢牢把握主题教育
的正确方向，切实做到确保
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
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
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
作表率的具体目标。要落
实重点措施，推进主题教育
有力有序开展。各乡（镇）
部门要全面贯彻总书记提
出的抓思想认识到位、抓检
视问题到位、抓整改落实到
位、抓组织领导到位的指示
要求，充分借鉴运用第一批
主题教育经验做法，确保主
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

效。要全面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政
治责任，强化组织领导，科
学谋划推进，高质量完成好
各项工作任务，确保主题教
育取得实效。

市委第一巡回指导组
要求，东丰县要聚焦根本任
务，牢牢把握主题教育总要
求和目标任务，坚持“四个
贯穿始终”，教育引导党员
干部在学习教育、调查研究
中悟初心、守初心，在检视
问题、整改落实中勇作为、
践使命。要务求分类施策，
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确保取得实际成效。要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改
进工作方式方法，减少繁文
缛节，减轻基层负担，以优
良作风确保主题教育取得
更好效果。

东丰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 题 教 育 工 作 会 议 召 开

本报讯（记者 于芯）9月 11日，东
辽县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对全县主题教育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市委第二巡回指导组成员到会指导，东
辽县主要领导及相关人员等 300余人
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认识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通过开
展主题教育，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
实的切身利益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
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不断筑牢党长
期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要准确
把握目标要求，强化理论武装，全面从严
治党，狠抓工作落实，强化宗旨意识，严
守政治纪律，着力增强主题教育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把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贯
穿始终，坚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要把调查研究贯穿在创新理论领
悟、密切联系群众、推动事业发展的全
过程，着力破解基层发展难题；要敢于
直面问题，坚决防止“大而空”“小而碎”，
为整改提供精准靶向；要强化整改落实，
坚持边学边查边改、落细落小落实，一项
一项整改到位，真正达到“红脸出汗、排
毒治病”的效果，全力推动主题教育有序
开展。各党委（党组）要切实扛起政治责
任，加强组织领导，科学谋划推进，严格
督促指导，营造良好氛围，搞好统筹结
合，高质量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确保主
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市委第二巡回指导组要求，东辽县
要聚焦根本任务，牢牢把握主题教育总

要求和目标任务，坚持“四个贯穿始终”，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中悟初心、守初心，在检视问题、整改落实
中勇作为、践使命。要务求分类施策，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改进工作方式方法，以优良作
风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更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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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付晓娇）
9月 11日，西安区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会议。会议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和省
委、市委部署要求，对全区
开展主题教育进行动员部
署。市委第四巡回指导组
成员到会指导。

会议强调，要站在全局
和政治的高度，切实增强开
展好主题教育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要把主题教育
作为当前阶段最为重大的
政治任务，抓实抓细抓好，
把不忘初心的标尺立起来、
把牢记使命的责任扛起

来。要坚守正确政治方向
和价值取向，精准把握主题
教育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
务，确保理论学习有收获，
确保思想政治受洗礼，确保
干事创业敢担当，确保为民
服务解难题，确保清正廉洁
作表率。要落实重点措施
和科学方法，推动主题教育
有序衔接和有效开展，要把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
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始终。
要加强组织领导和巡回指
导，确保主题教育获得群众
公认和实践确认。这次主
题教育时间紧、任务重、要
求高，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
起政治责任，加强组织领
导，科学谋划推进，高质量
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

市委第四巡回指导组
要求，西安区要聚焦根本任
务，牢牢把握主题教育“十
二字”总要求和“五句话”目
标，坚持“四个贯穿始终”，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学习
教育、调查研究中悟初心、
守初心，在检视问题、整改
落实中勇作为、践使命。要
紧紧围绕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
绕履行职责任务找差距、抓
落实，为做好改革发展稳定
各项工作、完成西安区中心
任务提供强大动力。要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改
进工作方式方法，减少繁文
缛节，减轻基层负担，以优
良作风确保主题教育取得
更好效果。

西安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 题 教 育 工 作 会 议 召 开

新中国峥嵘岁月

1953年10月27日，新建
成的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
厂的汽笛一声鸣响，我国第
一根无缝钢管轧制出来了。
这标志着我国在向工业国转
变的道路上迈出坚实一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
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无法
生产这类工业产品。1952年
国民经济恢复之后，现代工
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
比重也只有26.6%，重工业在
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
35.5%。新中国第一个五年
计划（1953—1957）就是要优
先发展重工业，争取早日实

现工业化。
1954年，中苏双方最终

确定了“一五”时期苏联援建
的 156项重点工程，涉及钢
铁、有色冶金、煤矿、石油炼
油、重型机械、汽车、拖拉机
制造、化工、电力等方面。
1955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发展国民
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
建设的投资总额达 766.4亿
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这样
巨大的建设投资，是旧中国
历届政府都无法企及的。

“一五”计划极大地调动
了各行各业劳动者的积极
性。在新中国工业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的诸多工业产品被

制造出来：1954年7月，“初教
5”飞机试飞成功，标志着中
国航空工业由修理阶段跨入
了制造阶段；1956年7月，载
重量为4吨的解放牌卡车试
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开始独
立掌握汽车生产技术；1956
年 9月，国产B2—34中型坦
克发动机问世，结束了中国
不能制造坦克发动机的历史
……

到 1957年底，“一五”计
划各项指标大都超额完成。
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
业骨干部门建立起来，我国
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
工业布局不合理的局面得到
初步改变。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向工业国的目标迈进

为让爱国主义思想根植于幼儿心中，市实验幼儿园将每周一作为“升旗日”，让孩子切
身感悟国旗升起时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图为9月16日7时30分，市实验幼儿园
举行升国旗仪式。 本报记者 刘鹰 摄

尊敬的用户：
您好！
2019—2020年供暖期即将开始，

辽源市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将陆续开
始对供热系统注水，具体时间请关注
本小区单元门张贴的“注水通知”。

注水期间用户需注意事项
1.注水期间请用户家中留人，并

检查室内采暖系统阀门、手动放风是
否完好，以免采暖设施出现跑、冒、
滴、漏现象；家中无人的用户请提前
将室内阀门关闭，以免给您或相邻用
户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为了保障用户室内供热效果，
用户不得有下列行为：擅自增加水循
环设施；擅自排水放热（如私接水箱、
水嘴、放风挂管等）；擅自改变热用
途。请您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如有违
反将依据《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追

究责任。
3、如发现漏水请及时拨打辽源

市热力集团有限公司服务热线
“963518”。

热力集团温馨提示
1.本年度不用热，需要申请报停，

请于 9月 30日前到热力集团营业大
厅、热力集团家园收费厅或热力集团
第二调峰热源厂收费厅办理报停手
续，并自行做好室内设施的防冻养护
工作。

2.本年度恢复供热的用户，为避
免室内漏水给您造成损失，开阀试水
时需要家中留人。为了及时与您联
系，请留下联系方式。

3.尚未交费的用户请及时交纳热
费，以免影响您的供热。

辽源市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6日

注水通知

扫黑除恶应知应会小知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两个一律”是什么？
1.对涉黑涉恶犯罪案件，一律深挖其背后腐败问题。2.对黑恶势力“关

系网”“保护伞”，一律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