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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提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水
平，规范西安区物业服务企业机构执
业行为，面向社会吸纳更多有合作意
向的物业服务企业入库备案，扩大开
发商及业主的选择面，西安区物业管
理中心建立物业服务企业公共信息
库，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凡是愿意在我区行政区域内从事

物业服务的物业服务企业，须向辽源
市西安区物业管理中心提交《物业服
务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表》（可联系本单
位下载）。管理机关核实无误后录入
西安区物业服务企业公共信息库，供
开发建设单位或业主大会在物业服务
招标时按市场原则自主选择。公共信
息库由管理机关实行年度更新、动态
调整。

二、物业服务企业进入公共信息
库的条件

（一）依法设立取得工商营业执
照；

（二）具有物业等级资质的；
（三）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内部管

理制度；
（四）具有物业服务管理能力。
三、物业服务企业进入公共信息

库应提交的资料
（一）物业服务企业基本信息备案

登记表；
（二）物业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四）物业资质证书。
联系人：盖容媚 3637204

辽源市西安区物业管理中心
2022年5月16日

关于建立西安区物业服务
企业信息库的通知 徐兴红，身份证号码：220402196610010031，于 2022年 3月 24日合

同到期终止；孙成铭，身份证号码：220402198301230830，于2022年2月

28日合同到期终止。以上两人至今未来续订劳动合同。呼金国，身份

证号码：22040319650807393X，因2022年1月1日无故旷工至今。

以上三人请于2022年5月31日前到劳资科办理相关手续，否则所

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辽源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9日

声 明
本报讯“今年刚刚扩建

了牛舍，现在已经存栏100多
头黄牛。这还要感谢农行的
大力支持……”4年前，东丰
县那丹伯曙光村农民王军在
农行辽源分行借款10万元开
始养殖黄牛。在获得可观收
入、积累了一些经验后，想扩
大养殖规模，但苦于没有资
金支持。农行辽源那丹伯支
行客户经理关绍宇在深入村
屯开展金融服务时了解这一
情况后，向王军介绍“农担
通”贷款，仅 3天时间就办理
了200万元贷款，帮他实现了
扩大养牛规模的梦想。

“3000 多亩玉米都已经
代耕完毕，农行的150万元贷
款真是太给力了！”东辽县甲
山乡五龙村农民孙克站在田
边兴奋地说。作为农机合作
社成员，他经营从耕种到秋

收的全流程代耕代收业务。
今年初，他在农行办理150万
元贷款，添置了一批农机，耕
种的土地也翻倍了。

据了解，为缓解涉新型
农村经营主体贷款难问题，
农行吉林省分行与省农业信
贷担保有限公司合作推出涉
农惠农产品“农担通”，主要
向从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
农户、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放，由吉林省农
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借款人无须提供抵
押或担保。农行辽源分行对
辖内农户逐户进行信息建
档，了解家庭收支和资产负
债等情况，建立白名单，入库
的客户可申请办理“农担通”
贷款，有效解决了农民创业
融资难问题。截至4月末，该
行累计投放专业大户、家庭

农场和合作社等新型农村经
营主体贷款 2.76亿元，余额
1.57 亿元，惠及各类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667户。

“为农民提供全方位金
融服务”是我们的宗旨，辽源
分行主管三农金融工作的副
行长孙海石向客户承诺。农
行依托“农地贷”“农村贷”

“棚模贷”“生猪贷”等产品优
势，加大资金投放，积极支持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合作
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生产。同时，结合目标客户
生产经营特点，做好全流程
金融服务，把农户贷款与存
款、结算、理财、咨询等金融
服务紧密结合，对种养殖户
生产经营各环节的不同特点
和需求，提供全方位、高层
次、一体化金融服务。

（李秀娟）

农行辽源分行倾情圆农创业梦

本报讯 今年5月是第二
个“民法典宣传月”。东辽县
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守法
普法协调小组制定活动方
案，要求县直有关部门、各乡
（镇）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紧密结合“八五”普
法规划全面实施，把民法典
普法作为“八五”普法重要内
容，以“民法典进农村”为重
点，广泛开展普法工作，着力
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
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
盾靠法的法治环境，以高质
量普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
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为深化民法典学习宣传，
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

群众心里，切实增强群众法治
思想和依法维权意识，5月20
日，东辽县司法局联合县委宣
传部、县农业农村局、卫健局、
工信局、县科协走进白泉镇明
义村、安恕镇毕家村、平岗镇
身安村、泉太镇三树村开展

“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暨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宣传活
动。根据民法典七编的主要
内容，东辽县司法局制作7块
宣传展板，东辽县村（居）法
律顾问重点围绕人民群众关
注的新规和热点问题等进行
详细讲解；针对农村干部群
众法治需求和关注的热点问
题，突出宣传民法典关于农
业农村农民的有关规定、乡
村振兴促进法、土地管理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涉农重点
法律法规。

本次活动共发放各类普

法宣传资料 2000余份，解答
咨询 100 余人次，受众 2000
余人。通过开展民法典宣传
活动，让群众对民法典这部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有了
更深刻的了解，使他们认识
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
的法典，也是必须遵循的法
律规范，自觉形成学法、懂
法、守法、护法的观念和遇事
找法的习惯，使民法典真正
融入广大群众日常生活。

下一步，东辽县司法局
将把民法典普法作为“八五”
普法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实，

“线上+线下”持续有效开展
好民法典系列宣传活动，不
断提高群众合法维权意识和
学法用法能力，为法治东辽
建设、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 （薛成龙）

东辽县司法局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宣传活动

本报讯 樱桃素来有“春果第一枝”的美
誉。随着天气逐渐回暖，东丰县碧源大樱桃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地产大樱桃陆续成熟，抢“鲜”
采摘上市。

在东丰县黄河镇均乐村合作社的大棚内，
一排排樱桃树整齐排列，枝繁叶茂，又红又大
的樱桃掩映在翠绿的枝叶间，一蓬蓬、一簇簇、
如珍珠、似玛瑙，晶莹剔透、诱人的果实让人垂
涎欲滴。不少市民驱车赶来，带着孩子和家人
在樱桃园中采摘体验、拍照赏景，到处是一片
欢声笑语。

“这些樱桃树都是从大连引进的，不仅果
实个大、饱满、品相好，而且果肉肥厚、脆嫩多
汁。”合作社的负责人边忙着给大樱桃称重打
包、收钱入账，边向大家介绍。

据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大樱桃从 4月 20日
开始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期。由于整个种植过
程不使用农药，而且在剪枝、授粉、温度调节等
环节实行精细化管理，使大樱桃的品质有了很
大提升，一经上市就供不应求。

据了解，东丰县碧源大樱桃种植专业合作
社成立于2019年，总投资140余万元，占地面积
5500平方米，目前共有 2栋大棚，200余棵樱桃
树。今年，合作社全年预计可产大樱桃3000余
斤，产值可达 20余万元。目前，通过微信预定
和线下采摘、批发等方式进行销售。

（李莹 史兴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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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辽源在行动辽源在行动

为推动疫情防控措施
有效落实，5月 17日，市政
协疫情防控第一监督组在
副主席李东阳带领下，对我
市药店、超市、商场、理发

店、饭店等重点领域明察暗
访，针对口罩佩戴、测温、查
验“一码一卡一证”、环境消
杀等防疫措施落实情况开
展监督。

监督组集中监督走访
了龙丰园生鲜生活超市五
中店、吉林大药房、东辽医
药连锁四部、天成生鲜超市
辽河半岛店、晨曦·圣爱半

岛店、欧亚购物中心、新偶
像发艺、大润发商超、晟源
一品等商户。每到一处，监
督组一行都仔细询问防疫
措施落实情况，督促商家按

照行业主管部门要求认真
做好防疫工作，多提优化防
疫措施建议，助推我市疫情
防控工作高效落实。

（本报记者 宋建立）

第一监督组

为推动疫情防控措施
有效落实，5月 17日上午，
市政协疫情防控第二监督
组在副主席张照生的带领
下，深入双创·观澜壹号、隆
府·翡翠书院、辽源启臻文

化教育产业园、星河蓝湾建
筑工地等施工现场进行监
督。

监督组针对口罩佩戴、
测温、查验“一码一卡一
证”、环境消杀、域外来辽工

人隔离管控、施工人员核
酸检测等具体防疫措施落
实情况开展监督，并听取
了各项目负责人关于项目
在建、疫情防控、消杀防疫、
安全生产、人员管理等方面

的情况。监督现场发现问
题及时督促负责人立即整
改，针对合理规划施工人
员管理，优化防疫措施等
方面为在建项目提出了很
好的建议。

当晚6时30分，市政协
疫情防控第二监督组在人
民广场、半岛月亮广场等人
员流动场所，开展居民疫情
防控安全意识监督工作。

（本报记者 张莹莹）

第二监督组

根据市政协疫情防控
监督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
署，第四监督组在副主席贾
宝霞带领下，到市第五中
学、博纳影城、嗨麦歌舞城
等单位和场所开展疫情防
控监督工作。

在市第五中学，监督组
成员认真听取了市教育局

和学校负责同志关于学校
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况介绍，
实地检查了学校门禁系统、
防疫物资储备库、考试考务
监控中心、图书室、食堂等
处。监督组对第五中学的
疫情防控工作给予肯定，贾
宝霞针对高三、初三学生即
将面临高考、中考，要求应

在现有严格管控基础上，继
续加大力度，科学合理组织
好相关工作。在博纳影城，
监督组认真查看了场所对
进入人员“一码一卡一证”
查验情况、场所人员管控及
消毒情况、场所从业人员核
酸采集及健康监测情况、观
影人员登记情况等。在嗨

麦歌舞城，贾宝霞要求歌舞
城管理人员要牢固树立“抓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就是抓
安全生产的意识”，必须坚
决克服疏忽麻痹心理，一旦
防范不严，疫情失守将会给
企业、社会以及人民群众造
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和影响。

对在督查中发现的高考

离校前学生核酸检测、省外
大学生返辽后的管控、省外
返辽人员吉祥码赋码等问
题，监督组表示将向市政协
及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反映，
力争通过充分发挥政协委员
的智慧和力量，助力全市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商复
市。（本报记者 闫书御琳）

第四监督组

按照市疫情防控工作
部署要求，5月 17日，市政
协副主席兰刚带领疫情防
控第三监督组深入我市部
分养老机构和宗教场所开
展疫情防控监督工作。

监督组先后来到龙山
区祥瑞养老院、西安区仙城
基督教堂和西安区爱家爱

老年公寓，检查各经营场所
落实主体责任情况、工作人
员履职情况、防控措施落实
情况。龙山区祥瑞养老院、
西安区爱家爱老年公寓仍
旧实行全封闭管理，每天一
次测温，院内每天两次集中
消杀，每周一次核酸检测，
医务人员实行全封闭管理，

专人负责集中采购生活物
资，院外集中消毒，严禁外
来人员进入，严格执行封闭
管理，以确保院内老人安
全。西安区仙城基督教堂
按照省宗教局疫情防控要
求，暂停集中性宗教活动，
每天对教堂进行集中消杀，
积极引导信教群众进行线

上心理疏导等工作。
兰刚强调，养老机构要

做好封闭期间老人的心理
疏导工作，鼓励老人保持乐
观心态、坚定信心，增加老
人的安全感，保持健康身心
状态。宗教场所要做好对
信教群众的解释和心理疏
导工作，确保信教群众不流

入非正规的宗教场所和组
织。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常
态化工作来抓，时刻不能松
懈，尤其是养老院这样的特
殊场所，要继续抓好疫情防
控的每一项工作，共同努力
守住全市来之不易的疫情
防控成果。

（本报记者 任乐天）

第三监督组

市政协委员疫情防控监督组开展监督工作 本报讯（记者 于芯）5
月 18日，由市卫生健康委、
市教育局联合开展的 2022
年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
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活动
通过网络线上会议形式正
式启动。

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主
题宣传活动集中宣传时间
为 5月 15日至 21日。全民
营养周和“5·20 中国学生
营养日”主题为“会烹会
选、会看标签”和“知营养、
会运动、防肥胖、促健康”，
全民营养周的宣传口号为

“健康中国、营养先行”“膳
食新指南、健康常相伴”。
全民营养周活动是深入贯
彻 落 实《健 康 吉 林 行 动
（2019-2030年）》《全民科学

素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和《辽源市国民营养实
施计划（2017-2030年）》，深
入推进合理膳食行动和学
生营养改善行动，以全民营
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
养日为契机，会同市教育局
等相关单位，在全市组织开
展系列营养健康主题宣传
活动，进一步宣传营养防疫
知识和三减三健，普及合理
膳食实用技术和健康烹饪
方式，推广营养健康食品生
产新工艺，提升全民营养健
康素养，推动国民健康饮食
习惯的形成和巩固，培养健
康选择、健康购物行为，将
合理膳食行动落到实处。

启动仪式后，市疾控中
心和市营养学会两名专家

分别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的核心内容进行了
详细解读，并以“合理膳
食、健康生活”为题，开展
了线上营养健康知识讲
座。据悉，在活动周期间，
市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
会办公室会同各相关单位
将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在
线上、线下同步开展营养知
识宣传，落实好健康理念进
社区、进机关、进学校、进
宾馆、进饭店、进超市、进
企业“六进”活动，聚焦学
生、老年人、孕产妇、婴幼
儿等重点人群，开展丰富多
彩、群众互动性强的传播活
动，形成政府积极主导、社
会广泛参与、人人尽责尽力
的良好局面。

我市2022年全民营养周正式启动

今年，龙山区寿山镇忠
诚村坚持以实事践初心、用
真情暖人心，持续加大马
力，多措并举着力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不断提升村民群
众幸福感。

为让村屯环境增“颜
值”，忠诚村坚持党建引领，
结合“网格化”服务管理机
制，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
织、广大党员战斗堡垒和先
锋模范作用，探索出“党建+
人居环境整治+示范点打
造”创建模式，在高位推进、
宣传发动、深入群众、考评
促动上下功夫，压实责任，
明确分工，严格落实，使人
居环境整治融入村民思想

意识。
为不断提升村民文明

素质和精神风貌，忠诚村全
体党员干部下沉到组，采取
村书记带头负责、村主任带
头包组、村民负责自家房前
屋后周边区域的整治模式，
实现了上下联动、分片管
理、责任到人、齐抓共管的
工作局面，让村民真正明白
人居环境整治是自己的“家
务事”、不是“身外事”，改变
了以往“百姓看”的局面。

截至目前，忠诚村已拆
除违章建筑 216处共 2.03万
平方米，退线5千米、迁移柴
草垛 697 个；拆除旱厕 582
个、改厕 623个；增加广场绿

化2100平方米、沿路花带20
公里、栽植花卉15万余珠；草
坪绿化面积达到 1.4万平方
米，栽树6万余株；修建水泥
边沟 5公里，修建围墙 3600
米，围墙彩绘1890平方米，建
造微景观6处；打造美丽庭院
145户，干净人家 200户；维
修砌抹墙体 5830.2平方米，
粉刷墙体18900平方米，水泥
栅栏安装668.4米，安装木栅
栏3944.85米，农户大门刷油
34 户；门前硬化铺彩砖 39
户，1440平方米；安装柴草垛
彩钢围挡 980米，并在 1至 6
组安装太阳能路灯147盏，使
全村人居环境质量不断提
升。

寿山镇忠诚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刘鹰 摄影报道

▲村民们
用手机向亲朋
好友展示自家
门前的美景。

◀从前杂
乱无章的空地，
如今建起了可
供村民休闲娱
乐的凉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