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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4月9日讯 (记者
张建丽) 9日，菏泽城区公

交“手机扫码乘车”全覆盖媒体
座谈会召开。从即日起，城区43
条常规公交线路全部覆盖，实
现了手机支付宝扫码乘车。预
计9月份可实现微信扫码乘车。
市民乘坐公交，再也不用为兑
换零钱犯愁，一部手机便可以
轻松出门。菏泽公交还将积极
争取扫码支付优惠力度，让菏
泽市民享受更大优惠政策。

2017年12月21日，手机扫
码设备进行测试。12月28日，城
区2路公交线路作为试点，进行
手机支付宝扫码设备安装内
测；2018年1月3日，手机扫码支
付进行上线测试；1月16日，通
过反复测试，系统稳定后，在2
路、13路、103路三条线路上率
先试行，推出手机支付宝扫码
乘车项目。3月份，在其他线路
陆续开始安装扫码乘车，3月20
日，2路、5路、7路、13路、22路、
23路、103路,7条线路实现手机

支付宝扫码乘车。4月2日，城区
38条公交线路已经实现手机扫
码乘车。如今，城区43条常规公
交线路全部覆盖，实现手机支
付宝扫码乘车。

自手机扫码乘车项目实施
以来，已有30000人次使用手机
扫码乘车。平均每天使用1000
人次，最高一天达2000余人次。
市民只需要通过支付宝APP领
取“菏泽电子公交卡”方可使用
扫码乘车。乘坐公交车使用时，
只需点击支付宝首页“付钱”-
选择“乘车码”，将该码对准支
持移动支付的新型刷卡机刷码
即可。

另外，今年将再增加100部
新能源公交车，根据民意开通
新的公交线路。一年一度的菏
泽牡丹文化旅游节将近，为方
便市民及游客前往曹州牡丹园
和中国牡丹园赏牡丹，菏泽公
交还开通了火车站至枫叶正红
的赏花专线。根据政府调度将
启用位于长城路广州路口的大

型停车场处开通“摆渡公交”，
以方便自驾游市民前往曹州牡
丹园赏牡丹，目前40辆公交车
已准备就绪。

菏菏泽泽城城区区公公交交““扫扫码码乘乘车车””全全覆覆盖盖
今年将增加100部新能源公交车，开通新线路

鄄鄄城城县县加加强强
安安全全生生产产综综合合监监管管工工作作

本报鄄城4月9日讯 (通
讯员 冯妍妍) 近日，鄄城
县安监局通过加强行业领域
专项整治、强化事故应急救
援能力等措施，加强安全生
产综合监管工作，取得了良
好效果。

主要措施有加强各行业
领域专项治理，把行之有效
的经验固化上升为制度成
果，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推进长效机制建设，形
成标本兼治、持续改进的安
全生产监管良性机制。并以
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快整治
严执法集中行动和安全生产

综合整治大行动为抓手，全
力推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认真排查安全风险，有效落
实管控措施，认真排查事故
隐患，及时整改消除。

同时，强化安全生产应
急救援指导协调、综合管理
工作，督促企业建立应急救
援组织，健全完善应急救援
预案。加强应急预案管理，
推行应急处置卡，大力开展
应急救援演练。加强专业应
急救援队伍建设，鼓励专业
救援队伍与相关企业签订
服务协议，提升应急救援能
力。

2018菏泽牡丹文化旅游节开幕在即，为缓解花会
期间交通压力，最大限度地避免交通拥堵，为游客提
供方便，结合市区道路交通实际，期间将对牡丹园附
近部分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事项通告如下：

一、交通管制时间：2018年4月12日、14日、15日、
21日、22日、28日、29日、5月1日，早7时至晚17时。日东
高速9号口禁止大型货车、危险品车辆下高速，请绕行
菏泽东、菏泽西下高速。

二、交通管制路段：1、人民路北外环路口禁止一
切车辆驶入人民路和牡丹路；观花车辆进入北外环东
延停车场，进城区车辆绕行北外环。2、双河立交桥至
北外环路段，限制鲁R号牌车辆驶入人民路路段；人
民路大学路口禁止一切车辆驶入人民路(大学路口至
北外环路口)通行，观花车辆进入大学路西延停车场，
由公交车进行接送。3、从高速菏泽东观花车辆和鲁R
号牌车辆请停放在广州路长城路停车场，由公交车进
行接送。4、昆明路禁止沿昆明路北外环路、昆明路长
城路的大型货车、农用三轮车、拖拉机向东行驶。

三、绕行建议：1、需通行人民路的车辆请绕行：广

州路、黄河路、北外环路、昆明路。2、需经牡丹路由北
向南行驶的车辆请绕行：黄河路、新牡丹路、北外环
路。3、需驾车(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途径观花线路的市
民，要认真查看观花线路，提前预判和规划行程，建议
在交通管制前、后通行，以免延误行程。4、观花游客在
广州路长城路段、人民路大学路段停放车辆的可乘坐
公交车进入限行路段。

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花会期间观花情
况，提前或推迟交通管制时间，扩大或缩小交通管制
范围，请以现场交通标志和交通设施以及民警指挥为
准。

五、花会期间，人行道禁止停放车辆。行经观花沿
线的车辆和行人，应当服从现场民警和工作人员指
挥，对违反本《公告》强行通行或不听劝阻的，将依据
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请广大驾驶人和市民详细解
读本《公告》内容，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交通管制期间
给人们带来的交通出行不便，请予理解。

菏泽市公安局
二0一八年四月十日

菏泽牡丹花会期间车辆限行公告

经东明县大平调剧团团委会研究，我团职工闫令云
同志见报后，一周内到剧团报到上班，如无正当理由不
来报到上班，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事业单位
人事条例(国务院第652号)相关规定及《中共东明县委、
东明县人民政府关于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实施意见》(东
文发【2012】号)、《东明县文化体育局关于东明县地方戏
曲非遗保护传承中心内部管理机制的实施意见》(东文发

【2013】3号)相关规定处理。
东明县大平调剧团

2018年4月10日

★菏泽市牡丹区春树服装店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71702MA3EJLJK0E)副本不慎丢失，声明挂失作废。

★巨野县阳光运输有限公司鲁R3210挂营运证(营运证号：

37172433805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天马运输有限公司鲁R 8 S 6 3挂营运证 (营运证号：

37172470536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京九特种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鲁RJ1018营运证(营运证号：

371724707860)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郓城诺诚酒类包装有限公司编号为3717250008656的行政公章

及编号为3717250008657的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张艳丽毕业于淄博职业学院，因不慎将报到证丢失，证号：

201521300911375，声明作废。

★ 菏 泽 市 高 盛 输 送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号 ：

371700200004475)、法人章(法人：李华)声明作废。

遗遗

失失

声声

明明

通通 知知
本报菏泽4月9日讯 (记者

李德领) 9日，英雄会盟
2018“中达 洪光杯”自由搏击
争霸赛新闻发布会举行。齐鲁
晚报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自由搏击争霸赛开幕式将于4
月21日晚7时在菏泽会盟台举
行，该活动由菏泽市体育局主
办，本报协办。

本次大赛以“英雄会盟”为
主题，比赛将分轻量级、中量级、
重量级进行，并特邀武林风年度
总冠军、“中华英雄”、影视巨星
王洪祥担任特邀嘉宾，同时亦邀

请到武林风明星选手李宁、孙维
强、郭强、韦高杰、王志亮，昆仑
决明星选手闫西波前来助阵。力
邀武林风中美、中德对抗赛冠
军、WBC中国区166磅金腰带、
IKKC洲际金腰带、WMC泰拳理
事会金腰带获得者，菏泽籍著名
选手“神腿”洪光领衔对战国内
外实力选手，力邀来自泰国、美
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乌克
兰等多国的实力选手及国内众
多自由搏击高手参赛。

据悉，比赛期间还将穿插
精彩的文艺节目，开幕赛特别

邀请多家网络直播平台当红女
主播现场助阵，实力歌手姜鹏、
韩安旭演绎“别样江湖”，为现
场观众带来惊喜。

菏泽市体育局局长李永辉
在发布会上说，希望以本次大
赛为契机，打造一个以“英雄会
盟”为主题的自由搏击赛事品
牌，通过比赛以武会友，交流进
步，不断提高菏泽的自由搏击
运动水平，向全国、全世界展示
菏泽的城市风采，展示菏泽人
顽强拼搏、自强不息、永不言败
的优秀品质。

搏搏击击争争霸霸赛赛，，尽尽展展武武林林风风采采
2018“中达 洪光杯”英雄会盟自由搏击争霸赛21日晚在菏举行

本报郓城4月9日讯 (记
者 崔如坤 通讯员 陈
冰) 9日，齐鲁晚报记者从
郓城县交安办获悉，近日，郓
城召开“一站一室”、“两员建
设”工作推进会，对新一轮乡
镇交通安全管理服务站、农
村交通安全服务室建设标
准、内容等进行了统一要求
部署。

会上，郓城县副县长、县
公安局局长刘景胜强调，今
年4月份，菏泽市交安委强力
推进“一站一室”、“两员建
设”专项工作，充分说明市
委、市政府对交通安全的重
视，这项工作是一项安全工
程、民心工程。

刘景胜要求，各乡镇等

务必提高认识，狠抓落实，切
实增强做好农村交通安全基
础建设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切实把交通安全管起来，
扎实开展好日常交通管理与
劝导服务，使之真正成为农
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重要
延伸和服务农村群众的前沿
阵地。

郓城县交安办主任、
县交警大队大队长赵西敏
介绍，会议对新一轮乡镇
交通安全管理服务站、农
村交通安全服务室建设标
准、内容进行了统一要求，
交通安全管理员、劝导员
的培训、农村交通安全工
作台帐等各项工作进行了
具体部署。

交交通通安安全全管管理理服服务务站站
将将““开开遍遍””郓郓城城乡乡镇镇

新型扫码设备。

本报记者 张建丽 摄

为有效打击盗销电动车犯罪
问题，压降电动车盗窃警情，提高
居民自防能力，4月8日，定陶公安
局西城派出所民警走进社区，详
细向居民讲解电动车智能防盗系
统的功能及安装方法，切实提高
居民们的防盗意识和能力，有效
震慑犯罪分子，确保居民财产安
全。 本报记者 赵念东 通
讯员 朱建英 摄影报道

防防盗盗宣宣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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