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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郓城城农农商商银银行行志志愿愿担担当当
““创创卫卫””工工作作““先先锋锋队队””

本报郓城5月14日讯(通
讯员 冯为国) 今年来，为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响应
县委政府“创卫”工作要求，
郓城农商银行党委将党建

“虚功”落到“实干”，成立“党
员先锋队”，强化责任落实，
以实际行动和满腔热情，积
极参与开展“省级文明卫生
城”创建活动。

一是多举措。由总行党
建办公室牵头，组织党员先
锋队，按照“创卫”工作网格
化管理要求，认真做好创卫
宣传活动。

二是多实干。组织志愿

者以自愿参与、奉献社会的
原则，积极参与“创卫”、交通
秩序维持、扶危救困、精准扶
贫等相关志愿者活动。

三是多投入。该行加强
网点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做
好温馨家园、五小建设，不断
改善优良工作环境，有力推
进净化金融服务环境工作。

四是多规范。通过现场检
查和非现场检查、及社会监督
等方式，严格对队伍建设、操
作规范、环境卫生、服务质量
等进行检查督导，提高整体素
养和技能以辛勤、规范、高效
地劳动巩固“创卫”成果。

★巨野骏龙运输有限公司鲁RE5615营运证(营
运证号：371724350992)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菏泽天马运输有限公司鲁R2W95挂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706387)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菏泽天马运输有限公司鲁R5X92挂营运证(营
运证号：37172470654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永顺运输有限公司鲁RH7877营运证(营
运证号：371724336427)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程传莲，鲁R F 2 9 3 6 营运证 ( 营运证号：
37172435070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效义运输有限公司鲁R1Q65挂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70814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兴阳集装箱运输公司鲁R4580挂营运
证(营运证号：371724704585)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菏泽开发区发育养殖场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371729600024693)正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菏泽多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00MA3CG5A91Y)副本不慎
丢失，现声明挂失作废。

★菏泽陶城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定陶杜堂分店的
银行开户许可证(代码:J4753000537101)不慎丢失，
现声明挂失作废。

★曹县强安家庭农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717213103252653)正副本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 安 邦 财 产 保 险 公 司 流 水 号 为
206031612002326的摩托车定额保险单业务联不慎
丢失，声明作废。

★杨潇(父亲：杨继镇，母亲：邵巧兰)，女，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编号：P370617089，特此声明。

★许辰昊(父亲：许继伟，母亲：张秀梅)，男，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O372125930，特此声明。

★郓城鑫垚水晶工艺品有限公司编号为
3717250008352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王建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 注册号：
371725600077209)正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赵孝洁位于方信·嘉和苑7-1-14001的收据
(收据编号：0012949，交钱金额：143914元，日期：
2014年7月11日)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王建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 注册号：
371725600170706)正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王建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 注册号：
371725600170691)正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王建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 注册号：
371725600064616)正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遗 失失 声声 明明

全国连锁达飞微金菏泽营业部招聘销售
经理，客户经理，团队经理，年龄35岁以下，五
险一金，国家法定假日，8小时工作制，公司发
展迅速，晋升通道畅通，待遇万元以上，上班时
间灵活，工作轻松，可以帮助他人，实现人生价
值，详询05305856565。

招招 聘聘

本报记者 周千清

近日，菏泽市公路管理局召
开中华路快车道(人民路至至西
安路段)改造工程情况媒体说明
会。菏泽市公路管理局副局长董
思学就市民关心的中华路快车
道改造问题，进行了介绍说明，
预计6月底施工完毕。

快车道改造

工期至6月底

当前，菏泽中华路快车道改
造工程如火如荼进行中，改造的
标准如何？何时能恢复通车？路
口何何时时封闭？对系列热点问题，
董思学做出了详细的说明。

何时

为响应市民呼声,提升中
华路通行能力,市政府于5月4
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对中华
路快车道改造建设进行了安排
部署。中华路将按照高标准进
行设计和施工，改造完成后,使

用年限通行能力以及承载力都
将大幅提升，将进一步完善城
区交通路网,促进城市道路提
挡升级,提升城市形象和品质。

据介绍，此次改造工程中，
市公路管理局承担人民路至西
安路段共计5 . 3公里的改造工
程建设任务，路面结构包括12
厘米的油层、56厘米的水泥稳
定碎石层。分3个施工段实施,
其中,该局工程三处负责人民
路至和平路段1 . 1公里、工程
二处负责和平路至牡丹路段
1 . 9公里、东明县公路局负责
牡丹路至西安路段2 . 3公里。
按照计划,该项目施工工期自5
月7日至6月底,约50天。

高精尖设备

助力“公路铁军”

中华路是菏泽城区主动
脉，沿线单位多、人口稠密、车
流量大、施工工期紧、施工难度

大，菏泽市公路管理局组建强
有力的施工队伍实行二十四小
时连续作业，人停机不歇。

5月7日晚10点,中华路快
车道正式开工建设。截至至目前,
共投入施工人员230多人,铣刨
机、压路机、运输车等各类机械
200余台套,旧路面层铣刨已完
成4 . 9 6公里，旧路灰土挖除
3 . 83公里。已完成底层水泥改
善土铺筑2 . 64公里,14日下午，
进行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施工。

至

为加快施工进度，又引进
了新设备——— 新型摊铺机。“新
型摊铺机一次就能摊铺14米
宽，30厘米厚。中华路56厘米厚
的水泥稳定碎石层可以一次成
型。”董思学说，摊铺机消除了
并机摊铺接缝存在的质量隐
患，有效解决了摊铺离析及层
间结合不紧密的难题，提高了
路面抗压、抗剪、抗冲击、抗拉
伸强度和平整度，延长了路面
使用寿命。

曹曹县县安安监监局局重重温温《巡巡视视利利剑剑》
筑筑牢牢拒拒腐腐防防变变思思想想防防线线

本报曹县5月14日讯(通
讯员 段雷) 5月4日下午6
时，曹县安监局组织全体机
关干部职工，再次观看由中
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
联合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巡
视利剑》，进一步增强党员干
部的廉洁自律意识，筑牢拒
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巡视利剑》通过反面案
例、反面人物现身说法，反映
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巡
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和重要
的位置，保持反腐败高压态
势，将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

战略性制度安排，有效破解
自我监督的难题，真正成为
管党治党的利器。
  县局干部职工观看影片
后纷纷表示要进一步加强自
身廉政意识，常怀律己之心，
始终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
戒、行有所止。把学习观看
专题片与“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和作风
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践行“三严
三实”，严格要求自己，时刻
保持清醒头脑，严格遵守党
纪国法，切实做到廉洁自
律、克己奉公。

本报菏泽5月14日讯(记者
崔如坤) 14日，齐鲁晚报记

者从菏泽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
悉，近期通过对人民康庄路口
通行状况进行实地调研，拟采
取路口采用隔离护栏封闭禁止
机动车通行等措施，进一步提
升人民康庄路口通行能力。

据了解，人民路多个路口
渠化改造完成，通行能力明显
提高，但人民康庄、人民永昌这
两个路口因条件限制无法渠
化，且距离新渠化的路口较近，
造成直行车道数量远远不能满
足车辆通行的需要，经常发生
交通拥堵。

若在人民康庄路口采用隔
离护栏封闭禁止机动车通行，将
大大改善通行能力。路口采用中
央隔离护栏封闭之前，信号灯采
用三相位控制，选取晚高峰进行
流量观测，一个小时内人民路双
向标准小汽车交通流量达3550
辆；路口采用隔离护栏封闭之

后，实行右进右出措施，信号灯
采用两相位控制，晚高峰一个小
时内双向交通流量达9300辆。封
闭前后，路口晚高峰一个小时内
交通流量提高了5750辆，整个人
民路通行能力大大提高。

设置行人过街专用信号，
确保行人安全过街。为方便附

近群众出行，在人民康庄和人
民永昌路口设置行人过街专用
信号，绿灯时长25s，确保行人能
安全过街。同时振兴路临时停
车泊位在7:00-20:00时间段内
禁止车辆停放。设置四处调头
区，解决左转车辆通行需要，满
足左转车辆日常通行的需要。

菏菏泽泽交交警警多多举举措措提提高高人人民民康康庄庄路路口口通通行行能能力力

城城区区中中华华路路66月月底底施施工工完完毕毕
高标准建设，促进城市形象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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