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习近平指出，我一直牵挂

着灾区群众，今天到山西第一站就来到

这里，是要实地看一看灾后恢复重建情

况。看到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生产生活

秩序得到恢复，重建修缮的房屋安全暖

和，家家都在忙年，年货备得也很齐全，

庄稼地里孕育着生机，我感到很欣慰。

乡亲们在生产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党

和政府要继续帮助解决。要统筹灾后

恢复重建和乡村振兴，加强流域综合治

理，补齐防灾基础设施短板，提升防灾

减灾救灾能力，带领人民群众用勤劳双

手重建美好家园，用不懈奋斗创造幸福

生活。

离开村子时，村民们高声向总书记

问好。习近平给乡亲们拜年，希望大家

以生龙活虎、龙腾虎跃的干劲把日子过

得越来越好。

随后，习近平乘车来到汾西县僧念

镇段村，考察当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党建

等情况。在便民服务中心，村干部向习

近平介绍了他们开展为民服务、提升基

层治理水平、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

等做法。在村民蔡文明家中，习近平一

一察看厨房、卧室和羊圈，详细询问家

庭收入多少、生活怎么样。听说一家人

2016年底脱贫后，如今靠养羊、外出务

工日子越过越红火，习近平十分高兴。

他指出，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是

我们党百年来的执着追求，我们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一代接着一代干。

村文化广场上十分热闹，村民们打

起威风锣鼓、扭起秧歌欢庆佳节。看到

总书记来了，人们高兴地欢呼起来。习

近平对乡亲们说，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就

是为人民群众办好事，为人民群众幸福

生活拼搏、奉献、服务。我们如期打赢

了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现在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建设现代化

国家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继续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让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在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中越走越有奔头。

习近平27日在晋中市考察调研。

当天上午，他来到平遥古城，自迎薰门

步行入城，登上城墙俯瞰全貌，随后乘

车来到平遥县署，听取古城历史沿革、

建筑布局、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情况汇

报。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

习近平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

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

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

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

文化遗产，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营、

古城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

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平遥是晋商发源地，文化底蕴深

厚，日昇昌票号开创了我国金融业发展

的先河。在日昇昌票号博物馆，习近平

了解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的孕育、发展

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

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更好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民高品质生活。

古城南大街年味浓郁。习近平沿街

巷察看古城风貌，走进平遥牛肉店、推光

漆器店、东湖老醋坊，了解当地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和开展特色经营情况，并购买

了平遥牛肉、饺子醋等年货，还参与了陈

醋发酵打耙。他指出，要做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者，保护好推光漆器等文化瑰宝，

把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产业发扬光

大、推向世界。现场群众纷纷向总书记

问好，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给大家拜

年。

习近平强调，当前，全球疫情仍在

扩散并呈现新的特点，新型变异毒株传

播快、传染力强，加上冬季各类传染性

疾病高发，防控风险增大。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坚持

以预防为主，持续抓紧抓实抓细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工作，提高防控的科学性、

精准性。群众就医、供应、通行等方面

也要全面跟上，保障好人民生命安全和

基本生活需要。

习近平十分关心冬季供电供热保

障工作。27日下午，他来到山西瑞光热

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调研。近年来，这

家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企业发展，在

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余热梯次利

用、固废综合利用、二氧化碳捕集等方

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习近平首先听取

山西省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和企业

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等工作介绍。在企业热电机

组生产集中控制室、燃料智能化管控中

心、机器人自动化验室，习近平察看生

产运行数据，向现场技术人员了解企业

加强节能减排、提高生产效率和安全生

产保障等情况。习近平随后走进企业

储煤场，驻足察看煤场储煤等情况。他

强调，山西作为全国能源重化工基地，

为国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

我们自己必须要做，但这不是轻轻松松

就能实现的，等不得，也急不得。必须

尊重客观规律，把握步骤节奏，先立后

破、稳中求进。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国

情，要夯实国内能源生产基础，保障煤

炭供应安全，统筹抓好煤炭清洁低碳发

展、多元化利用、综合储运这篇大文章，

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攻关，持续推动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要积极稳妥推动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应有贡献。

企业职工热情向总书记问好，习近

平向大家致以新春问候。他指出，供电

供热事关经济发展全局和社会稳定大

局，是关系民生的大事。要贯彻落实党

中央关于能源保供各项部署要求，多措

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

能力，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带头保

供稳价，强化民生用能供给保障责任，

确保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习近平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大以来

山西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希望山西全

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在高质量发展

上不断取得新突破，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续写山西践行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丁薛祥、刘鹤、陈希、何立峰和中央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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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威 杨超宇）日前，国家税务总局长春汽车经济

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繁荣所党支部联合长春国际汽车城富民街道

机关党支部，共同开展“党员动起来 让党旗高高飘扬 实事做

起来 为百姓纾困送暖”为主题的系列党日活动，得到了帮扶企

业、纳税人、缴费人和帮扶的困难党员群众一致好评。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富民街道机关党支部与繁荣

所党支部结成对子，发挥各自优势，共同谋划将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转化为切实行动，主动作为，乘势而上，用心用情彰显堡

垒作用和党员本色。

在走访中，汽开区税务局繁荣所党支部和社保非税科党

支部逐户踏查、重点筛查，了解到富民街道有户低保户，年仅

14岁的大儿子患有智力、肢体多重残疾，常年卧床，无自理能

力，二女儿正在上学，还有一个刚一岁多的小儿子，父亲常年

外出打工，母亲只能在家照顾三个孩子，无力支付医疗保险费

用。繁荣所党支部和社保非税科党支部在了解这一情况后，

主动捐款为其缴纳医保费用。支部党员中有亲属在医院工作

的，还主动提出为其开展医疗援助，一双双温暖的援手，一句

句暖心的话语，让这一家人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和来自税务干

部的深情厚谊。

汽开区税务局、富民街道以“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为契

机，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有需要的群众身边。在

街道组织开展的走访老兵活动中，汽开区税务局繁荣所党支

部和社保非税科党支部、征收管理科党支部与富民街道机关

党支部共同来到抗美援朝老兵董树山和困难老兵夏云祥的家

中慰问，同时对他们表达最诚挚的敬意。

通过开展一次次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在活动中把提

升党员意识与重温党章相结合，把履行党员职责与增强服务

意识相结合，共享交流成果。

践 初 心 献 爱 心 暖 人 心
长春汽开区税务局联合富民街道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寻亲公告
某男，自述姓名李小林，年

龄 59 岁 ，身 高 160CM，体 重
50KG，2021年 11月 30日晚，由
伊通满族自治县西街派出所送

入伊通县社会救助站。入站时，身穿黑色衣
服，黑色裤子，运动鞋，戴迷彩帽子。此人疑

似饮酒，脸部有外伤，由救助站工作人员将此
人送入县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在2021年12月
1日突发疾病，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望亲属
或知情者见报速与伊通县社会救助站联系，
处理善后事宜。

公告期满（三十日）仍无人认领，伊通县
社会救助站将按《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处理。

联系电话：0434－4251199
伊通满族自治县社会救助站

德惠市绿苑老年公寓申明：本院于2022
年1月4日在吉林日报刊登债权债务清算公
告，现经本院委会决议，决定终止本院清算活
动，撤销2022年1月4日在吉林日报刊登的债
权债务清算公告，恢复正常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德惠市绿苑老年公寓

2022年1月27日

关于撤销债权债务清算公告

采购公告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冷链物流产业园燃气管道工程:获

取采购文件时间：2022年2月9日-2022年2月11日每日8:00-16:
00，需携带独立法人声明、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
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采购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
范区长荣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地址：长春市长德新区长
德大街1号425室；联系人：李先生；联系电话0431-81180917。

采购公告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冷链物流产业园燃气管道工程监

理获取采购文件时间：2022年2月9日-2022年2月11日每日8:00-
16:00，需携带独立法人声明、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
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采购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
示范区长荣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地址：长春市长德新区
长德大街1号425室；联系人：李先生；联系电话0431-81180917。

采购公告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燃气管道工

程:获取采购文件时间：2022年2月9日-2022年2月11日每日8:00-
16:00，需携带独立法人声明、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
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采购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
示范区长荣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地址：长春市长德新区
长德大街1号425室；联系人：李先生；联系电话0431-81180917。

采购公告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燃气管道工程

监理:获取采购文件时间：2022年2月9日-2022年2月11日每日8:
00-16:00，需携带独立法人声明、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
照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采购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
示范区长荣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地址：长春市长德新区长
德大街1号425室；联系人：李先生；联系电话0431-81180917。

采购公告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医疗器械产业园燃气管道工程:获

取采购文件时间：2022年2月9日-2022年2月11日每日8:00-16:
00，需携带独立法人声明、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
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采购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
范区长荣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地址：长春市长德新区长
德大街1号425室；联系人：李先生；联系电话0431-81180917。

采购公告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医疗器械产业园燃气管道工程监

理获取采购文件时间：2022年2月9日-2022年2月11日每日8:00-
16:00，需携带独立法人声明、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
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采购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
示范区长荣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地址：长春市长德新区
长德大街1号425室；联系人：李先生；联系电话0431-81180917。

公 告
崔强(身份证号码2202841990******36):

因您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依据《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公

司于2022年01月19日与您解除劳动合同，特此公告。

吉林省顺丰速递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8日

长春丰田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220101MA1492MP1N法定代表人张
伟春），经股东（大）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万元。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联系人：张伟春
电话：0431-85903555、18943152111
地址：长春经济开发区临河街259号
特此公告。

长春丰田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4日

减资公告
长春大众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220101MA1492H72J法定代表人张
伟春），经股东（大）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万元。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联系人：张伟春
电话：0431-85903555、18943152111
地址：长春经济开发区临河街259号
特此公告。

长春大众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4日

减资公告

吉林省业兴卫生处理有限公司（注册号：
91220106559796599L）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海关后勤管
理中心组成。请债权债务人自建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东晖
联系电话：18584352409
地址：长春市绿园区翔运街9号

吉林省业兴卫生处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7日

清算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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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南关区馨煜时尚宾馆

长春市永盟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赛奥模具有限公司

长春市北鸣汽车模具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吉林粮食集团大连收储经销有限公司

吉林粮食集团收储经销有限公司

吉粮集团海运公司榆树收储库

吉林粮食集团洮南光明粮食储备库

吉林省粮食物资总公司榆树北粮库

吉林粮食集团酿酒有限公司

长春市陆信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农安县高家店镇六禾化肥经销处

吉林省天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吉林省众合钢结构有限公司

辉南县佳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吉林省名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吉林省健龙实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汇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长春市汇辉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

本金

49,695,665.28

700,000.00

920,351.09

2,220,000.00

1,818,016.67

299,856,241.61

5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12,000,000.00

20,000,000.00

4,999,999.90

643,883.00

3,777,118.96

4,800,000.00

1,800,000.00

3,350,000.00

7,799,240.00

2,800,000.00

4,892,294.41

担保人

吉林省吉商担保有限公司、吉林省恒远担保有限公司

贾洪涛、李忠华

吉林省赛奥模具有限公司、长春市北鸣汽车模具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李永刚、陶戈、于洪勋、魏春生、刘莉

长春市永盟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北鸣汽车模具配件制造
有限公司、陶戈、于洪勋、李永刚、魏春生、刘莉

长春市永盟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奥赛木有有限公司、陶
戈、于洪勋、魏春生、刘莉、李永刚

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北方汽车产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孙梁勋

吉林省颂禾农民服务有限公司、姜军、张文杰、王文江、陈玉凤

吉林省天火房车科技有限公司，长春天火汽车技术有限公司，长春天
火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朱建明、赵红霞

吉林省吉商担保有限公司、主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孙瑞

吉林省吉商担保有限公司、主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彭基明及其配偶
李彦凤

吉林省吉商担保有限公司、主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王雪茹及其配偶
张磊、主债务人的总经理王志勇及其配偶王婷婷

秦大勇、梁海权、秦奋

韩旭东、韩慧敏

金忠善、赵立军、金岩、卓春丽、

根据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分公司签署的《吉林银行2021年（第二次）不良资产批量转让
协议》，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与担保人，及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南湖大路1817号
联系电话：0431-8499915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长春市自由大路3999号
联系电话：0431-88402159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借款人名称

吉林洪洋实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中冷物流有限公司

吉林省万泉新材料有限公司

辽源市富甲氧气有限公司

东辽县万宝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东辽县安恕镇顺达运输户

辽源市龙山区鑫隆酒行

四平市建新漆业有限公司

九星控股集团沈阳电缆有限公司

延吉市天影食品有限公司

白城市歌珊商贸实业有限公司

洮南市碧兴园物业有限公司

开原市再生资源回收和综合利用市场有限公司

吉林粮食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大连中美亚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大连玉兔岛海珍品有限公司

大连嘉泰生态网业有限公司

大连昌江果品专业合作社

大连丰达果品地瓜专业合作社

大连市喜乐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大连益康农产品有限公司

大连中海达农产品经贸有限公司

瓦房店市良友果品专业合作社

瓦房店友林果品专业合作社

本金

27,700,000.00

2,000,000.00

4,881,745.46

827,627.09

2,999,999.94

3,600,000.00

304,234.00

15,831,723.22

226,354,117.05

17,999,999.00

4,500,000.00

2,138,772.83

119,925,320.78

158,226,750.00

16,079,031.47

32,807,843.17

22,186,707.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14,243,22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担保人

吉林北方汽车产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陈纯相、李春艳、陈纯海、王雪

吉林省吉联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马文志、李冬冬、刘伟中

辽源市龙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张庭玮、王尹凤、张文华、杨胜军

陈野、李忠杰、宋淑华、李玉涛、梁芳芳

常殿龙、王晓霞

李忠安、张艳荣

九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沈阳星河铜业有限公司、九星控股集团通辽
铜业有限公司、李文君、何莎

延边州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白城市惠农农业担保有限公司、李光、潘余云

张竹今、洮南市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方文强

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筑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旭兴集团有限公司、王锦华、段凯、苏文
波、宋秀娥、宋长官

大连海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邹德海

王春意、李霞

大连嘉泰生态网业有限公司、牛昌江、刘秀英

大连嘉泰生态网业有限公司、栾增文

大连嘉泰生态网业有限公司、于金兰

大连嘉泰生态网业有限公司、唐世杰、栾有余

大连嘉泰生态网业有限公司、王淑梅

大连嘉泰生态网业有限公司、于济

大连嘉泰生态网业有限公司、自然人于明泽

吉林银行2021年（第二次）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1年11月15日 单位：元

新春走基层
自长白山开通高铁以来，记者一

直期待乘坐高铁去一趟长白山。

在白敦高铁开通“满月”之际，借

采访之机，记者兑现了与长白山的“高

铁之约”。

年画、对联、窗花、中国结……1月

25日，农历小年，在沈阳开往长白山的

D8083次高铁列车车厢内，浓浓的节日

氛围洋溢在每位旅客脸上。

冰雪相约，高铁相邀，自 2021 年

12 月 24 日开通运营的白敦高铁已经

“满月”。一个月来，白敦高铁为沿线人

民群众带去了哪些方便，为长白山冰

雪旅游带来了怎样的刺激作用？记者

实地踏上白敦高铁，在这里体验到了

一趟开往“春天”的列车。

上午9时11分，D8083次高铁列车

缓缓停靠在长春站站台。“长白山，我

心向往之”的标语在车厢外部十分醒

目，伴随着有节奏的蜂鸣音，列车车门

缓缓打开，此时，在站台上等候的旅客

纷纷拿起行李有序地排队登车。

进入列车3车厢内，极具朝鲜族特

色的小辣椒、小簸箕、小腰鼓映入眼

帘，列车行李架上的红灯笼和金色福

字年味十足。走进4车厢，中国铁路沈

阳局集团的书画家们浓情用笔、纵情

挥毫，现场为旅客写下一幅幅春联和

福字，让祝福飘满了整个旅途。

截至目前，白敦高铁日均开行动

车组列车 5 对，已累计发送旅客 5 万

余人次。

“以前冬天去长白山滑雪交通不

太方便，现在通了高铁，下车就是长白

山脚下，票价也不贵。”身为滑雪爱好

者，还在长春上大学的小伙王欣奇对

记者说。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我省人

民群众畅享冰雪运动和冰雪游的热情

骤然升温。白敦高铁的开通不但满足

了城市间旅客短途出行的需求，而且

连接起我省旅游城市的冰雪资源，将

沿线的冰雪旅游景区串联起来，吸引

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全国5A级景区长白

山，尽享冰雪游的魅力。

“在白敦高铁的基础上，我们推出

了‘高铁+冰雪游’六享客运服务新举

措新产品。在长珲、白敦高铁开行冬游

体验专列，提供自主选择经由、停站、

时刻等定制化服务。选取130余趟高铁

动车组列车，票价按照最低5.5折分多

档制定打折方案，给予冰雪游团体旅

客购票减免优惠，降低出行成本，提升

冬游购票体验。”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客运营销中心副经理郭爽向记者介

绍，“以沈阳、大连、长春等地作为客源

地和集散地，既串联了各大客源地区，

又满足了不同地区游客出游需求。”

“白敦高铁开通一个月以来，为广

大旅客朋友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条

件和出行新选择。为提升服务质量，我

们精心选拔了50名优秀职工担当新线

列车乘务工作，希望通过我们铁路客运

服务窗口展示长白山景区，欢迎全国人

民到长白山观光旅游。”长春客运段副

段长梁峰向记者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瑞虎迎春，铁龙奋起。在这趟开往

“春天”的高铁列车上，一曲曲动人的

音乐、一段段优美的舞蹈为旅客带去

了欢声笑语，也让白敦高铁独具特色

的白山松水风情在全国旅客心中生根

发芽。

与长白山的“高铁之约”
本报记者 何泽溟

本报讯（丁选）为了提升安检效率，

确保安检质量，自春运开始以来，沈阳

铁路公安局通化公安处组织民警对安

检查危措施、设备等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进行排查整治，在广场、售票厅、安检

处、旅客列车等层层设卡，对客流量大

的重点客运站及时抽调警力增援，严格

检查站区的小件寄存处、中铁快运等的

安检规定执行情况。同时，铁路警方还

通过实地检查、模拟暗访、视频巡控等

方式加强检查督导，确保各项安检措施

落实到位。

通化铁警还结合自身特点，采取了

独具特色的安检查危措施，下派机关警

力分工包保通化站、梅河口站、辽源站

等重点车站，加强一线督导，对安检力

量不足、设备缺失、通道卡控不严等问

题专门研究解决，并协调加快推进管内

各站安检查危优化改造，尤其对较大人

流车站、枢纽车站采取增加安检人员、

开展安检培训等措施，进一步提升查危

水平，落实安检责任。

通化铁警——

强化春运期间查危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