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周六六古古筝筝音音乐乐会会
喜喜欢欢的的市市民民不不要要错错过过

本报菏泽12月27日讯(记
者 李德领) 27日，齐鲁晚
报记者从菏泽市音乐家协会
古筝艺术专业委员会获悉，
30日下午，菏泽市音乐家协
会与菏泽市鲁筝·和音堂筝
乐团将在菏泽学院艺术实训
中心演播厅举办一场新年古
筝音乐会，喜欢古筝艺术的
市民不可错过。

据悉，菏泽鲁筝·和音堂
筝乐团隶属于菏泽市音乐家
协会、菏泽市古筝艺术专业
委员会旗下，由著名古筝表
演艺术家，省、市级山东筝派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任会
长和副会长。成立三年来专
注于古筝文化的传承与传
播，始终秉持“严谨教学+融

入文化+持续创新”的办学
理念，为筝人提供专业、系
统、全方位的研修平台。

“为了更好地推动和发
展山东筝派，弘扬古筝艺术，
发展民族文化，菏泽市古筝
艺术专业委员会为古筝教学
打造优良的社会环境，建立
了菏泽市第一支鲁筝 .和音
堂筝乐团，乐团的孩子们是
从全市800余名古筝学员经
过层层选拔出来的100名精
英，通过短时间的排练，完
成了很多精品曲目。”菏泽
市古筝艺术专业委员会会
长祝妍芳说，这次参加新年
音乐会的曲目丰富多彩，有
不少古筝名曲会展现给市
民。

本报菏泽12月27日讯(记者
周千清) “我们用工还有很

大的缺口，这次希望能多招到
一些人。”27日上午，2017菏泽
技工学校校园招聘会在菏泽高
级技工学校举办，26家用人单
位到校招聘，800名技工毕业生
即将走上工作岗位。

“我们是总部在上海的企
业，主要负责汽车检测、维修。”
27日，在2017年校园招聘会上，
上海某公司代表伍女士说，最近
这两年，每年在技工人才毕业
季，他们都会到菏泽来招聘。“这
次我们打算招聘五六十人。”

伍女士告诉记者，人们的
生活水平提高，有车的家庭越

来越多，且不止一辆汽车，所以
对汽车维修市场的需求很大。

“我们公司在上海有直营店23
家，加盟店的增多，对技术人才
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我们公司
技术人才的工资非常高，绩效
好的时候，班长的工资能达到
一万多。”伍女士说，他们公司
从菏泽招聘的技工人才，非常
能吃苦，也一直坚持下来。

除了汽修、汽配公司，菏泽
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李成方介绍
称，当日前来参加招聘会的企
业还有机械制造业、轴承制造、
数据处理公司等，共26家。“今
年有六七十家企业打来电话，
想参加校园招聘会，我们从中

择优选择，并实地考察，确定了
这些前来参加招聘会的企业。”

据悉，这些企业将为即将
毕业的800名技工类毕业生提
供就业岗位。“我希望能找到一
个汽修行业的工作。”17岁的杨
云坤即将从技工学校毕业，他
对未来充满希望，“没有其他什
么要求，主要积累一下工作经
验。”他说。

菏泽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肖清
海说，近年来，菏泽技工生源质
量逐步提高，技工学校毕业生
就业选择从“往外走”，逐步转
型为“企业来找”。毕业生就业
率达到95%，形势很好。

蓝蓝领领毕毕业业，，企企业业上上门门““抢抢””人人才才
技工学校招聘会，800名技工毕业生即将走上工作岗位

本报菏泽12月27日讯(记者
李德领) “感谢让我们扔掉

拐杖，重新站了起来。”27日，定
陶区黄店镇西台集村何茂国、
何启动和周海社区的王同义三
人一同来到菏泽博爱医院，把
三面锦旗送到了菏泽博爱医
院院长钟国栋手中。齐鲁晚报
记者了解到，3名患者都是市
扶贫办、市委统战部、市卫计
委、市工商联、菏泽博爱医院
联合组织的“精准扶贫 健康
关节·博爱行”大型公益活动受
益者。

27日上午，王同义刚一下
车，就握住了钟国栋院长的手

感激地说：“太感谢咱们博爱医
院了，是咱们医院给了我新生，
让我扔掉拐杖，重新站了起
来。”随后，三人把三面锦旗分
别送到了钟国栋手中。

据悉，7年前，何启动在北
京务工时发生意外，导致左腿
股骨头坏死，因治疗不及时，现
已发展为双侧髋关节炎，彻底
失去了劳动能力。而何茂国离
开双拐无法行走，一家人的生
计，全靠年过七旬的老父亲种
地勉强维持。病后，两个家庭跌
入贫困的深渊苦苦挣扎，四处
奔波寻找一线希望。

王同义也是因为药物刺激

造成了两侧双膝关节坏死，年
仅41岁的他已经拄着双拐生活
了四年，女儿也因为家庭条件
差而辍学。“不是没有想过动手
术，但是费用确实太高了。”王
同义说道。

今年7月份，菏泽市“精准
扶贫健康关节·博爱行”大型公
益活动在菏泽博爱医院启动，
今年9月份，在定陶区委副书记
宁继红和第一书记的牵线搭桥
下，活动在定陶站启动，经过审
查，何启动、何茂国、王同义三
人符合精准扶贫救治条件。

目前，三人已扔掉了拐杖，
可以自主行走，心态也非常好。

健健康康扶扶贫贫让让33位位患患者者丢丢掉掉拐拐杖杖
定陶3位患者腿疾治愈，送锦旗到博爱医院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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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12月27日讯(记
者 周千清 通讯员 朱陶
萍) 为充分发挥审计监督
职能，进一步促进牡丹区审
计系统整体审计质量上台
阶、上水平，牡丹区审计局多
措并举提高审计项目质量。

这些举措包括，严格审
计过程管理，严格依照法定
程序开展审计工作，强化审
计过程管理，严格把好审计
实施方案审定关、审计取证
关，严格执行审计组审核、业
务股室复核和法制审理制
度，强化对审计全过程质量
控制；严格实行审计报告书
面征求意见制度、审计业务
会议制度、法制审理制度。

夯实法治审理基础。配
备法制审理人员，做到有人
员办事，压实工作责任；成立
法制审理委员会，通过审理
委员会集体讨论，形成审理
意见，严格审计质量，防控审
计风险。

同时，抓好审计报告监
控，加强对审计结果类文书

的审理，着重审查审计结论
是否准确、客观，审计报告所
列审计事项的事实是否清楚
完整，引用法律、法规是否恰
当，审计建议是否具建设性
和可操作性等。截至目前，经
法制复核出具审计报告31份。

在审计业务考核方面强
化，各项目严格按照省市要
求开展审计业务质量考核工
作，并将目标任务责任分解
落实到相关股室和人员，不
定期对各项目进行监督检
查，将检查结果纳入年度目
标绩效管理考核实行奖惩。
除此之外，创新审计业务学
习，加强审计人员经常性法
规学习制度建设，完善和落
实“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
化”制度，并加强与其他市县
审计局的沟通学习，强化对
最新政策理论和法律法规的
掌握，不断提升法制审理人
员的审理能力和水平，有针
对性地对审计人员进行培
训，全面提升了审计人员业
务水平。

牡丹区审计局：

多多措措并并举举提提高高审审计计项项目目质质量量

2017菏泽技工学校校园招聘会现场。 本报记者 周千清 摄

公公 告告
菏泽市鹏鑫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注册

号：371700200027815)的公章，法人私章，财务章，自公告
之日起声明作废，不再使用，并重新申请合法有效印章。

遗 失 声 明

★曹县九洲木业有限公
司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表(编号：00712566)丢失，声
明作废。

★菏泽开发区英仕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注
册号:371729200012790)正本
不慎丢失，声明挂失作废。

★菏泽开发区和恒副食

商行的营业执照 ( 注册号 :
371729600113233)副本不慎
丢失，声明挂失作废。

★菏泽开发区玉翠美容
养生会所的税务登记证(税
号:372901197201080741R1)
正本不慎丢失，声明挂失作
废。

★菏泽市园航苗木种植

专业合作社组织机构代码证
副本(代码：57777575-9)、税
务登记证副本(号：鲁税菏字
372901577775759号)、营业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371702NA000287X)丢失，声
明作废。

★菏泽市牡丹区万方木
业有限公司的开户许可证(编
号：4510—02700538)不慎丢
失，声明挂失作废。

★菏泽市舒典装饰有限
公司的营业执照 ( 注册号 :

371700228023590)正副本不
慎丢失，声明挂失作废。

★菏泽市牡丹区吕陵镇
葭密寨养猪场的税务登记证
(税号:372901556722084)正
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编号：
55672208—4)正副本，营业执
照 ( 注 册 号 ：
371702300003825)正副本不
慎丢失，声明挂失作废。

★菏泽市牡丹区吕陵镇
葭密寨养猪场的公章不慎丢
失，声明挂失作废。

★成武县鑫满旺谷物种
植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
本(证号：371723NA000565X)
丢失，声明作废。

★东明东遂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371728334480905)丢
失，声明作废。

★菏泽靓源美容美发有
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787186717)丢失，声
明挂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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