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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关区 2019年度放心消费示范社
区（1个）
北安社区
二、 南关区 2019年度放心消费示范街
（路）（1条）
大经路（二道街至四道街段）
三、 南关区 2019年度放心消费示范店
（30个）
南关区新天地超市东岭南街三店
长春欧亚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南湖
大路店
吉林省恒爱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东岭
南街连锁店

南关区建民综合市场
长春欧亚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自由
大路店
南关区红日超市
吉林省新天地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平阳街二分店
长春恒兴置业有限公司
南关区兴隆烟酒超市
长春欧亚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吉顺
店
长春市南关区北顺新天地超市
南关区千源电动车经销处
南关区小牛电动车商店

南关区大马路鞋城晓平运动鞋行
吉林省赣商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南关区鹰联线缆销售处
长春欧亚集团商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欧亚三环购物中心
长春国商发展有限公司卫星广场分公
司
长春恒大影院管理有限公司御景分公
司
长春美特斯邦威服饰有限公司
吉林省宝海天商业有限责任公司
南关区余丹珠宝行
长春市南关区金杯体育用品城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大世界
连锁店
南关区活力城新生活广场三俞竹苑店
南关区活力城新生活广场南洋小馆餐
饮店
南关区活力城新生活广场胖哥俩肉蟹煲
南关区活力城购物中心糖朝会甜品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长春活力
城分店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长春
重庆路分公司
沈阳领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长春味千
拉面大经路店

南关区拟评定 2019年度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征求意见公告
根据《2019年全面实施“放心消费

在吉林”创建工程推荐方案》的相关要
求，经参创单位自主申报、消费者满意
度测评、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关分
局放心消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检查验收，拟评定以下单位为南关区
2019年度放心消费示范单位， 现予公
布，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建议。

公示时间：2019 年 9 月 12 日联
系人：张扬联系电话：88491925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关分局
放心消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 9月 12日

南关区拟评定 2019 年度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名单

为深入贯彻落实王凯书记指示精
神，9月5日上午，南关区召开全区重点
工作暨“项目专班”与“助企行动”调度
会。 会议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刘铭
主持 ，会议听取了“项目专班 ”、“助企
行动”工作开展情况、停缓建项目总体
情况，研究了有关项目问题。

“项目专班”全面实行领导包保和
项目专班“双轨制 ”扎实推进 ，现代服
务业专班办持续跟踪、调度服务和招商
专班办抓项目谋划储备同频推进，项目
情况反馈推进及时；基础设施专班办强
化配套设施、供地保障，征收工作持续
发力。 实现开复工项目44个，开复工率
88%。预计三季度末项目开复工率可实
现100%。 截至8月底，已实现固定资产
投资67.8亿元，同比增长6.9%。

“助企行动”按照“两头抓 、抓中

间” 的工作思路， 一手抓服务队伍，抓
服务能力、抓服务效果；一手抓服务过
程，抓企业满意度、抓问题解决率。 实
现了“对接服务百分百到位、解决问题
不缺位” 的工作目标。 创新工作作法，
按照“1站4员6组N服务”的模式，采取
上下联动、内外协调等多种创新服务形
式， 对辖区内未包保企业进行延伸，实
现辖区企业全覆盖； 创新服务载体，借
助对口合作，走出去 、引进来 ，多次组
织培训会、交流会活动，问题解决率不
断攀升。

会上， 南关区委书记谢志敏强调，
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以
王凯书记调研时的重要讲话要求为目
标， 全面深入落实推进“四项重点工
作”；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保持定力，坚
定底气， 要以稳增长为工作的突破口，

实现稳中求进，正视区情、精准分析优
势不足， 以必胜的信心， 创优营商环
境， 创新转型驱动， 强化招商储备，为
经济发展增添后劲。 要坚持问题导向，
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挂图作战，明确
节点时限，以必成的决心，全面推进解
决制约项目建设的高压线落地、道路管
网、 基础设施、 征收拆迁等各类问题，
为项目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实现“底数
更清楚、措施更得力、成效更明显”，以
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最后，刘铭要求，各参会和部门要
进一步细化体系管理，完善项目推进制
度； 突出产业谋划， 提升招商引资精
度； 凝聚全区之力， 强化问题攻坚力
度；推动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切实遏制
经济下滑势头，确保全年各项任务圆满
完成。 /记者 孙莹 报道

9月11日，2019第四届中国
（长春）秸秆产业博览会在长春农
业博览园圆满落幕。 本届博览会
全方位、 立体式地展示了秸秆综
合利用方面的前沿技术和创新成
果。

本届博览会展区总面积5万
平米，观展人数超10万人，汇集全
国20多个省市数百家企业， 几十
类、近千种秸秆产品。全面展示了
我国秸秆产业发展的新技术、新
工艺、新设备、新产品、新模式，并
集中展示全国各大院校、 科研机
构最新科研成果。 秸博会的召开
为全国秸秆行业企业搭建有规
模，有影响力的展示推广、项目交
流、成果转化平台，架起有效沟通
桥梁， 促进广大秸秆企业交流合
作、协同发展，推动秸秆产业结构
升级， 促进秸秆产业持续稳健发
展。 本届博览会项目与资本对接
效果显著， 取得了良好的签约效
果，取得了成交额3.8亿元，意向
签约额180亿元的好成绩。

本届博览会同期举办了全国
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秸秆分会成
立大会、 第六届中国秸秆产业发
展高峰论坛暨重点项目推介会签
约仪式、 第三届中国秸秆产业项
目推介会暨投融资发展高峰论
坛、 中国首家秸秆产业专业媒体
平台秸秆网上线仪式等系列活
动，全国各地政府、开发区、科研
院、企事业单位、商协会和投融资
机构踊跃参加，研读国家政策、促
进项目对接、转化科研成果、促进
产融结合，并通过主题演讲、项目
推介、项目签约等形式，深入交流
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发展经验，探
讨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发展的前景
和趋势。

本届秸博会的主办单位———
国家秸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关村秸秆产业联盟联合秸秆控
股集团等为代表的广大优秀会员
企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创
新思路、深化改革、强化服务，以秸
秆五化为基础全面开发 “秸秆十
大产业”， 有效推动各地政府秸秆
综合利用项目实施落地。

本届博览会展览展示精彩纷
呈，活动内容丰富多彩，专业观众
济济一堂，签约项目硕果累累。会
后将积极推动秸博会成果落地生
根， 深挖与拓展博览会内涵和外
延，以“开创秸秆新时代，共筑绿
色产业梦”为主题，以“智慧创新、
产业融合、协调合作、跨界共赢”
为宗旨，不断传承创新，每一届秸
博会都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和高
度，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为促进我
国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做出
积极的贡献。 /记者 李娜 报道

南关区召开重点工作暨“项目专班”与“助企行动”调度会

全面落实重点工作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9第四届中国（长春）
秸秆产业博览会落幕
签约逾180亿元

近日， 建设银行面向车主客户创新
推出“飞驰畅行龙卡信用卡”，车主客户
可通过建行线上渠道快速办卡， 签约
ETC后过高速收费站无需在卡内预存通
行费，先通行后还款，享受高速公路驰骋
畅达的“通”快体验及丰富的出行服务。

“飞驰畅行龙卡信用卡”围绕ETC车
主客户的出行需求， 重点打造三大产品
权益。一是便捷的申办体验。车主客户可
通过建设银行手机银行、网站、微信公众

号、 网点等线上线下各渠道快速便捷地
申办飞驰畅行龙卡。 二是优惠的通行礼
遇。 持卡人签约ETC可免费获赠车载电
子标签（OBU）设备，并享高速通行费95
折起优惠。 三是丰富的出行服务，包括机
场CIP快速安检及休息室服务、 机场1元
停车、TBR境外接送机优惠等商旅出行
礼遇；购机票享航空意外险、航班延误险
及行李延误险， 境外用卡享有失卡保障
服务；购买“龙卡安心用”可享受交易即

时短信通知、 境内外盗刷赔付保障等服
务。

作为国有大型金融机构， 贯彻国家
进一步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的部署、
深度参与ETC推广普及， 是建设银行义
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此次推出“飞驰畅
行龙卡信用卡”，是建设银行信用卡秉承

“一心一意拥有，成其幸福永久”的品牌
理念。

/记者 王秋月 报道

建设银行推出ETC“飞驰畅行龙卡信用卡”
高速不停车缴费驰骋畅达

助力垃圾分类，
南通公司二车队从“我”做起

近日， 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二车队组织
的“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主题宣传活动走进公交车。

活动中，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二车队工
作人员积极向乘车市民宣传如何分类厨余垃圾、可
回收垃圾、有害垃圾等，还向乘车市民发放了垃圾
分类宣传册，工作人员们以公交车为场地向市民认
真讲解垃圾分类现状，告知乘车市民如何分类并准
确将垃圾投放到指定颜色的垃圾桶中。

“现在垃圾分类的宣传力度挺大的，各地都在
进行。 这次活动增强了我们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
解， 使更多的居民能够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行
动中来。 ”乘车市民于女士对此次活动赞不绝口。
通过此次小活动，让居民有更深的体会，带动更多
的人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

南通三车队结合案例找差距
长春公交南通公司三车队坚持问题导

向，结合典型案例，集中治理当前营运安全管
理、运营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提升车
队公交服务质量。“我们通过加强公交驾驶员
这些一线窗口服务人员的教育和培训， 提升
安全生产服务能力和水平；健全规章制度，梳
理流程，强化稽查监督，逐步建立公交运营安
全和服务质量改善的长效机制。 ”

长春公交南通公司三车队孟队长说，通
过结合一些实际经典案例寻找差距， 驾驶员
们有了明确的参照体系，在每周的例会上，大
家在相互交流过程中晒出各自的问题， 互相
取长补短，结合自查整改、督查整改、总结经
验， 在实际安全营运工作中探索建立长效机
制。 /记者 海涛 报道

13路力争再上新台阶
一个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可以增强员工

之间的团结和默契。长春公交南通公司 13路车队
作为全国三八文明线，全车队从上到下一条心。 13
路车队党支部经常通过召开主题党日活动暨工会
企业文化知识岗位练兵活动、 员工企业文化知识
大比武活动，在全车队范围内又掀起一次“岗位大
练兵”的热潮。 长春公交南通公司 13路车队党支
部书记王雪尧，在同事们心中是好姐姐，好领导，
每位驾驶员遇到问题或者在收车刷洗过程中，但
凡遇上这位王姐，都会得到热情的帮助。 驾驶员刘
晶说，有这样好领导，身边这么多好同事，每天在
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心情都是满满愉悦，一个人想
不上进都难。 同事们在工作中形成了人人参与，齐
抓共管，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广大员工力争使
13路的服务再上一个新台阶。 /记者 海涛 报道

公交之声

9月3日，长春市委书记王凯到南关区调研时指出：“要全力以赴稳增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拓展产业发展空间；要进
一步深化巩固主题教育成果，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营造凝心聚力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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