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4月9日讯 (记
者 张超 通讯员 周慧)

8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公布了第45届世界
技能大赛山东省集训队选
手名单，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10名选手分别入围货运代
理、汽车技术、机电一体化、
建筑金属构造、电气装置等
五个项目省集训队。

据了解，3月4日至6日，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承办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山东省选
拔赛汽车技术、机电一体化、
建筑金属构造等三个项目比
赛，拉开了全省选拔赛序幕。
其中，汽车技术项目在3月5
日至6日举行，针对发动机管
理系统、发动机机械维修、全
车电气系统、汽车传动系统、
汽车转向及悬挂系统等方面
进行比赛。该项目是山东工
程技师学院传统优势项目，
连续三届代表山东省参加全
国选拔赛并进入国家集训
队。本次比赛，学院选手吴承
虎、李龙代表学院参赛，经过
激烈比拼，两人分获第一名、
第二名，全部入选该项目山
东省集训队。

在3月4日至6日举行的
机电一体化项目比赛中，参
赛选手两人一组进行比赛，

经过3月4日的笔试，山东工
程技师学院选手陈耀军、张
玉辰和张伟、于宪哲分别挺
进实操比赛。实操阶段，全
省20组选手分为两组，学院
选手均在第一组，经过紧张
竞技，取得该组第一名、第
二名，成功入选该项目山东
省集训队。建筑金属构造项
目比赛在3月5日举行，学院

选手李建博、周新东入围该
项目山东省集训队。

3月9日至11日在济南
举行的货运代理项目比赛
中，山东工程技师学院选手
闫慧敏取得第三名的优异
成绩并入围该项目山东省
集训队；3月22日至25日，电
气装置项目比赛在淄博举
行，学院选手靖德中经过激

烈比拼，以优异成绩入围该
项目山东省集训队。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
山东省选拔赛上，山东工程
技师学院选手顽强拼搏、争
创一流，以优异的成绩为学
院增光添彩。目前，入围省
集训队的10名选手正在紧
张有序地进行训练，全力备
战全国选拔赛。

第45届“世赛”山东省集训队名单出炉

山山东东工工程程技技师师学学院院1100名名选选手手入入选选

该院选手张伟、于宪哲。

本报聊城4月9日讯 (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冯
永华 纪桂民) 一辆白色
上海大众轿车驾驶员酒后
驾车巧遇交警检查，试图
掉头逃跑，结果被莘县交
警当场查获，后悔莫及。

4月8日22时许，莘县
交警大队民警在城区通运
路口开展夜查酒驾统一整
治行动时，一辆白色上海
大众轿车进入民警视线。
当驾驶员驾车途经通运路
时，远远发现前方有交警
设卡查酒驾。于是，动起歪
脑筋，想调头逃跑，试图逃
避检查。不料，刚把车调至
一半，结果被后方拦截的
民警及时发现。三名执勤
民 警 立 即 赶 到 白 色 轿 车
前，要求该驾驶员出示相
关证件并下车接受检查。
然而，驾驶员既不下车又
不出示证件，拒不配合检
查。经过民警一再劝说，最

终才肯下车接受检查。
当驾驶人打开车门瞬

间，民警闻到一股酒味，随
后，利用携带的快测设备
进行酒精测试。经检测，该

驾驶员蔡某体内酒精含量
为24mg/100ml，属于酒后
驾驶机动车。随即，民警将
蔡某带到大队作进一步调
查。经核查，发现蔡某未取

得有效机动车驾驶证，属
于无证驾驶。

最终，蔡某因无证驾
驶、酒后驾驶，被莘县交警
依法处罚。

酒酒司司机机遇遇交交警警检检查查试试图图逃逃跑跑被被拦拦下下
血液酒精含量为24mg/100ml，被依法查处

被查处的酒司机。

莘县古云镇党委、政府
为夯实脱贫攻坚“两不愁，三
保障”工作部署，要求帮扶干
部及管区干部对所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危房改造需求信息
进行采集核查，确保“不漏一
户，不拉一人”，做好了2018
年度建档立卡贫困户D级危

房核查上报工作。
一是初步筛查。对历年

已经享受危房改造项目、自
筹资金已建新房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不再列入农村危
房改造实施范围。

二是逐户摸底。镇村帮
扶干部深入贫困户家中，如

实采集信息。了解危房改造
意愿、拟改造方式，调查贫
困类型、房屋危险等级、家
庭人口数，拍摄房屋全景照
片等信息。

三是严格公示。对采集
的信息汇总公示到各村民
小组，接受群众监督，做到

公正透明。
截至目前，全镇已全面

完成贫困户危房改造需求
信息的采集核查工作，拟确
定D级危房改造贫困户1 2
户，危房改造名单公示、施
工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郭宪举)

莘县古云镇推进危房改造工作

为实现2018年度贫困户
稳定脱贫目标，根据市县文
件精神，徐庄镇反复酝酿、
认真筹划包户干部入户培
训会。

培训会上，徐庄镇负责
人强调了脱贫攻坚的重要
性，要求全体包户干部、扶

贫办工作人员要高度重视。
并及时开展回头看，确保按
照上级安排时间点将各种
资料完善到位。

徐庄镇扶贫办分管领
导公布了2018年最新包户名
单并对本次入户工作做了
系统安排。全体包户干部要

进村入户排查全国扶贫开
发信息系统中贫困户基本
信息、生产生活条件以及收
入情况是否与实际相符，特
别是家庭人口数、出生死亡
情况、上学就业情况、生产
生活情况要做到及时动态
化汇总上报。

会议还要求镇扶贫办
和管区要根据各村实际情
况和包村包户干部情况，
合理安排调度，力争做到
分工明确、人员配置优化，
确保脱贫攻坚工作圆满完
成。

(张帆)

莘县徐庄镇开展包户干部入户前培训工作

近日，徐庄镇深入基层，按照精
准施策的要求，安排包户干部走村
入户走访慰问贫困群众，同时开展
2018年贫困户危房改造摸底工作，
切实解决困难群众住房需求。

在本次摸底工作中，徐庄镇成
立了以分管城建责任人为组长，扶
贫办、城建所、管区书记、包村干部、
支部书记为成员的农村危房改造专
项工作组。以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
户、五保户为首要危房改造受益群
体，由村委会对符合条件的贫困户
进行筛选上报。同时，组织农村危房
改造专项工作组利用2天时间深入
困难群众家中，对家庭人口、住房面
积、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情况，
现场逐一询问摸底登记，逐村逐户
鉴定危房等级。

通过全面摸底排查，最终将24
户住房结构不合理、存在安全隐患
的贫困户纳入2018年度优先改造范
围，近期积极谋划下步改造任务。

(张帆)

莘县徐庄镇

危房改造摸实底

莘县樱桃园镇党委坚持“三个
原则’，加大贫困户精准帮扶力度。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按照精准
帮扶基本要求，重新明确帮扶人
员、制定长效稳定增收项目、得到
实际帮扶资金、产生确实增收效
益，注重脱贫质量，防止虚假脱贫。

坚持规范操作原则。严格执行
帮扶流程，由贫困户或扶贫基地申
请，帮扶人员核实，帮扶资金公示，
确保增收效果。做到程序公开、数
据准确、脱贫真实、帮扶公正、档案
完整，让群众参与评价，做到全程
透明，脱贫结果真实可信。

坚持正面激励原则。引导发挥
贫困户自身动力，帮扶措施由输血
式向造血式转变，鼓励社会力量一
起加入扶贫助贫行列。同时对在脱
贫攻坚期内脱贫人口，原有扶贫政
策不变，支持力度不减，确保稳定
脱贫。 (李海国)

莘县樱桃园镇

加大贫困户精准帮扶力度

声明
段 晓 阳 ( 身 份 证 号 ：

372523197505235737)于2012年3月14日

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

兴华支行办理汽车分期贷款4 . 8万元。

于2014年4月18日结清并在农行兴华

支行办理解压手续。因本人保管不

善，将农行兴华支行出具的解压手续
(包括：结清证明、委托书、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兴华支行组织

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丢失。声明作废！

声明人：段晓阳
2018 . 04 . 10

注销公告
聊城市金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1502MA3CFD6C7J，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清算小组已成立，清

算小组成员韩广辉、韩广达、刘立芳，

清算组负责人：韩广辉。请债权债务

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申请债权。特

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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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失声明
小型轿车鲁P861GJ交强险保单、

商业险保单及交强险标志不慎丢失，

单证号：805072018371597003790，发动

机 号 码 ：C N 3 9 7 2 ，车 架 号 ：
LSVGL6180G2014408，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高唐县家乐辣椒种植专业合作

社 营 业 执 照 ， 注 册 号
371526NA000545X，开户许可证，账号
15846201040003842丢失，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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