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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中国证监会、 中国
证券业协会“推动投资者教育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号召，东北
证券泉州丰泽街营业部自
2016年成立起，始终坚持“公
益·教育·服务”理念和“美丽蝶
之舞，美好中国梦”主旨，积极
探索构建多元化国民金融素养

教育体系， 从金融知识课程纳
入学分制管理到被高校选中申
报省级校企合作实践课程，从
成立全国模拟交易大赛专家顾
问团到打造MBA实践实习基
地， 无论是促进金融专业人才
培养， 还是为大学生创新创业
提供指导服务， 东北证券泉州

丰泽街营业部真正将投资者教
育公益事业落到实处， 实现成
果转化， 在辖区范围内持续提
升国民金融素养， 赢得社会各
界的认可与赞誉。

为进一步推动国民金融素
养教育体系建设，东北证券泉州
丰泽街营业部为黎明职业大

学、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华
侨大学等高校提供创新创业大
赛全程跟踪指导服务， 辅导其
了解国家发展规划， 掌握市场
发展方向， 提供双创思路和方
法支持， 指导其推出适合市场
经济规律，服务经济社会的优质
创业项目。 /记者 王秋月 报道

音乐会由著名作曲家、指
挥家史志有担任指挥，在序曲
《梦中的国度》 高亢激昂的旋
律中拉开帷幕， 通过声画结
合、影音同步、交响乐团演奏
的方式， 现场演绎 15 部经典
红色电影主题音乐。 在 90 分
钟的音乐会里，既包括《地道
战》《开国大典》等革命历史题
材的经典影片，也包括《红海
行动》《战狼 2》等党的十八大
以来优秀电影作品，恢弘大气
的女高音独唱《英雄赞歌》，热
情洋溢的少先队合唱《让我们
荡起双浆》《我们是共产主义
接班人》， 饱含深情的男女合
唱《我爱你中国》掀起了一个
个高潮。音乐会在全体演员及

现场观众挥舞国旗、同声合唱
《我和我的祖国》中结束，在全
省广大青少年中营造了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的浓厚氛围。

据悉，本次经典电影视听
音乐会是团省委开展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系
列活动中的一项， 近段时间，
团省委将通过开展特别主题
团队日、快闪祝福和主题音乐
作品发布等形式，隆重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深化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引导全省
广大青年为实现吉林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贡献青春智慧
和力量。 /记者 高羽报道 摄

长春铁西街道
打造公共服务系统

为了更好的发挥社区公
共服务职能作用，打通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为辖区居
民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公
共服务，近日，绿园区铁西街
道公共服务中心全力打造以
社区为前置窗口的延伸服务
体系。

通过将“一门式、一张网”
公共服务改革的“触角”延伸
到社区，基层工作人员将“一
门式”业务政策、便民信息等
内容宣传给辖区居民，既提升
了群众对各项政策的知晓率，
又缩短了群众办理业务的时
间。 / 记者 高羽报道

9 月 17 日，2019 年“集善
工程 - 助听行动”长春市项目
捐赠仪式活动在南关区永康
残疾人社区康复服务中心举
办。 长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南关区残联工作人员及 62
名受助贫困听力障碍残疾人
士参加了本次活动。

捐赠仪式上，长春市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秘书长兰德新
介绍，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向长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捐赠 200台“奥智顺听 9”助听
器， 获赠总价值为 996 万元，
资助长春市 200 名贫困听力
障碍残疾人士免费配戴助听
器，提高听障残疾人的听力水
平。 南关区残联办公室主任刘
鸿飞代表受赠方表示感谢。 最
后，悠济医疗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助听器验配师为听力障

碍残疾人士进行现场验配。
多年来，南关区残联致力

于发展残疾人事业，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工作一直是残联重
点工作的组成部分，为满足残
疾人多方面的需求，在长春市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指导下，
南关区开展了系列行动，聚焦
助行、 助学、 助听等领域，整
合社会资源， 瞄准精准扶贫，
实施“集善工程”项目。“助行
行动”立足提升残疾人生活品
质，通过“集善工程 -（爱之
翼）、”共享阳光下的温暖“等
项目捐赠电动和手动轮椅共
108 台；为更好地服务肢体残

疾人，“助学行动” 资助领域
不断扩大，为 57 名残疾人发
放正保远程教育集善学习卡；
为 10 名青光眼患者实施“集
善青光眼防盲救助项目”；
“集善如新蜜儿餐”项目为 42
名残疾儿童提供增强体质的
蜜儿餐 504 包；“集善工程 -
海王集团捐赠保健品”项目为
残疾人发放 123 瓶蛋白粉 、
80 瓶胶囊；“爱心一片” 项目
为百名患者送去 6400 包纸
尿裤和纸尿片；“上海拉夏贝
尔服装” 项目捐赠服装 2475
件惠及近千名残疾人。

/记者 孙莹报道摄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88
周年，昨日上午，吉林省博物
院将《烈·火———东北抗联人
物专题》展带进了武警吉林省
总队机动支队，为广大官兵进
行义务宣讲。

活动现场，省博物院讲解
员通过展板图片向官兵们讲
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的英勇
事迹，激起了在场官兵们的共
鸣。 武警吉林省总队机动支队
特战队员褚天轩说：“看完展
览非常受触动，革命先烈缺衣
少粮坚持战斗，应该牢记先烈
那些战斗的故事。 我们现在生
活富足，和平稳定，都是先辈
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没
有资格去忘记这些东西。 ”特

战队员寇传礼表示：“作为一
名军人，要居安思危、勿忘国
耻，我想我们当代军人应该守
护好国家的一切，永远不再让
屈辱的历史重新上演。 我们一
定要时刻准备着，牢记自己的
使命， 坚守住自己的初心，练
好自己的本领。 ”

9月 18日，吉林省博物院
还会把《我是抗联小战士》图
片展送进长春市富裕小学。 据
省博物院公众服务部主任张淑
娟介绍：“吉林省博物院是依据
我们的阵地展览，《破晓吉林人
民斗争史》 这段历史举办的展
览，我们把展览中的一些英雄
人物，把他们的故事以图片的
形式送进部队、学校，还有机关

等地方， 就是为了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让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 ”
/记者 韩玉红 报道 摄

省博物院《烈·火———东北抗联人物专题展》走进武警吉林省总队机动支队

特战队员忆抗联 牢记战斗故事

图们民警
铭记“九一八”

9 月 17 日，吉林图们出入
境边防检查站组织 40 名民警
参观图们市博物馆举办的“延
边人民抗战斗争史” 大型图片
展，号召民警勿忘“九一八”国
耻，铭记抗战历史，努力为边境
口岸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张彪 记者 吴然 报道

大货车逃避执法
展现“轻功”闹剧

9 月 15 日 20 时许， 吉林
省高速公路公安局通化分局
民 警 发 现 一 辆 车 牌 为 黑
B***63 的重型半挂牵引车行
驶至鹤大高速 902 公里处通
化收费站时，在下匝道后紧急
刹车。 民警察觉异常，立即上
前拦截，并要求该车驾驶员熄
火出示证件，该车驾驶员谢某
林下车后主动交代，副驾驶李
某林没有驾驶证， 也不会开
车，一路都是谢某林自己进行
车辆驾驶。

经调查 ， 两人为雇佣关
系，李某林雇佣谢某林为其驾
驶车辆，从吉林市前往通化市
拉货， 两人在 9 月 15 日下午
四五点钟从吉林市驶入高速，
李某林作为老板，怕谢某林半
夜拉货回来太困，就主动要驾
驶车辆，让谢某林睡觉。 谢某
林在受李某林雇佣时，听李某
林的妹夫说过李某林驾驶证
的状态处于异常，但李某林是
谢某林的老板， 所以只能服
从。 李某林从服务区驾驶车辆
一直开到通化收费站，在驾驶
过程中， 李某林在集双高速
145km+800m 处超速 21％ ，
当李某林驾驶车辆到达通化
收费站时， 发现有交警在执
勤，为了逃避执法，就迅速叫
醒正在睡梦中的谢某林，自己
从主驾驶位一跃，跳到了副驾
驶的位置。

民警依据相关法律， 对李
某林实施机动车驾驶证被依
法扣留期间驾驶机动车的、驾
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
公路上行驶超过 规定 时速
20％以上未达 50％的、 驾驶
与机动车驾驶证载明的准驾
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的违
法行为，共处罚款 2400 元，驾
驶证记 24 分的处罚。

/李军威 记者 李娜 报道

“我和我的祖国”经典电影视听音乐会在长奏响

2019年“集善工程-助听行动”在长春市南关区举办

200名听力障碍人士获赠助听器

构建多元化国民金融素养教育体系
泉州地区海上丝绸之路再扬帆

9 月 16 日，由团省委、省青联主办，长影乐团演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我和我的祖国”经典电影视听音乐会在长影音乐厅隆
重举行。 来自全省各界 670 余名优秀青少年代表参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