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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5月31日讯(记者
周千清) “请蔬菜供应公司

提供一下相关证件。”5月30日
下午，菏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对市区大中型商场超市开
展公开评价检查工作，评价时
间定于5-6月，评价结果出炉
后将对社会公布。

5月30日下午，菏泽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一
行，来到银座商城菏泽店超市，
根据山东省食品销售环节检查

要点表进行一一检查。
据悉，评价内容包括食品

安全管理能力、食品(含肉菜
等食用农产品 )质量安全水
平、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法规知
晓水平、诚信经营、工作创新
五方面。检查项目包括经营资
质、经营条件、食品标签等外
观质量状况、食品安全管理机
构和人员、从业人员管理、经
营过程控制情况、网络食品交
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贮

存和运输经营者、食用农产品
批发市场、特殊食品及市场开
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
办者等。

检查结束后，执法人员
进行了现场反馈。“食品整体
把关较好，但是存在部分肉
禽类销售标签不清晰，进货
渠道不明确。”经过现场细致
地检查后，菏泽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监管科
科 长 李 英 民 将 检 查 情 况 总

结，当场反馈给商超工作人
员。李英民说，此次是“以执
法检查为基础、以综合评价
为结果、以公开发布为手段、
以促进自律为目的”的大中型
商场超市公开评价。现场检查
将依法采集各类检查检测数
据，对监管对象作出客观综合
评价，并最终将评价结果公开
向社会发布。

“通过公开评价检查，将原
来的事后监管，转变为事前监

管。”李英民说，通过这次检查，
还实现了与经营单位的互动、
媒体参与评价检查形成的互
动、评价结果出炉后与市民的
互动。通过公开评价检查，进一
步促进规范、引领消费、社会共
治，助力菏泽食品安全城市创
建。

据悉，大中型商场超市公
开评价检查各县区将同步展
开，一个月后评价结果出炉向
市民公布。

菏菏泽泽对对大大型型商商超超公公开开评评价价检检查查
一个月后评价结果出炉，市食药监局将对社会公布

★巨野京九特种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鲁RJ1018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708137)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华国煤炭运输有限公司鲁RF766挂营运证(营
运证号：37172435106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宝达运输有限公司鲁R3127挂营运证(营运证
号：371724337200)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鲁涛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营业
执照号913717247834583678)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山东亿展物流有限公司鲁RM5912营运证(营运证
号：37172470424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山东亿展物流有限公司鲁R3S90挂营运证(营运证
号：371724704247)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苏明彦(父亲：苏市委，母亲：姚敏敏)，男，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编号：O370512724，特此声明。

★郓城义博建材有限公司编号为3717250010493的行政
公章，编号为3 7 1 7 2 5 0 0 1 0 4 4 0的财务专用章及编号为
3717250010441的法人代表章丢失声明作废。

★ 刘 爱 国 ，个 体 工 商 户 营 业 执 照 ( 注 册 号 :
371725600091065)正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鄄城县春生家具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1726MA3C94PTX9)丢失，声明作废。

★菏泽市永昌纺织有限公司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37170200083470N)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菏泽市永昌纺织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750000834702，编号：4510-01862441，开户银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牡丹支行)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遗 失失 声声 明明
公公 告告

因山东鄄城润百家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申请，变更以下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监管账户：

1、(鄄)房售证第1515号
2、(鄄)房售证第1512号
3、(鄄)房售证第1612号
4、(鄄)房售证第1608号

鄄城县房地产管理局
2018年5月31日

菏菏泽泽将将启启动动中中小小学学生生艺艺术术素素质质测测评评
使每个学生都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撞撞死死拾拾荒荒老老人人 男男子子驾驾车车逃逃逸逸
历时28天，巨野交警成功告破这起肇事死亡逃逸案

本报巨野5月31日讯(记者
崔如坤) 巨野一男子驾车

撞倒拾荒老人，后驾车逃逸，致
使老人命丧事故现场。巨野交
警成立专案组，终于近日寻得
肇事嫌疑人踪迹，历时28天终
将肇事嫌疑人段某抓获。目前，
段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4月22日00时32分，菏泽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巨野大队事故
科值班民警接110指挥中心指
令：在巨野县章缝镇路庄，看到
有一人在路上躺着，受伤严重，
旁边还有一辆人力三轮车，疑
似交通事故。

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赶
赴现场勘查，在省道254巨野县
章缝镇路庄村路段，伤者在道
路中心线附近躺着，生命体征
消失，死者旁边还有一辆人力
三轮车，值班民警确定该案件
为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肇事司机撞人逃逸，性质
恶劣，必须尽快破案。巨野县交
警大队成立专案组，兵分两路，
一组扩大范围，调取周边监控
资料，另一组寻找相关目击证
人，以尽快找出嫌疑车辆。

巨野县交警大队事故科科
长冯露青率科室民警顾不上周
末休息，夜以继日，最终在章缝

镇一家废弃的电子厂找到一处
尚有价值的监控录像，经多方协
调，将监控录像调取，并寻找到
了相关证据，最终锁定肇事驾驶
人为巨野县大义镇人段某。

经调查，4月21日23时23分，
段某驾驶一辆红色自卸货车行
驶至事故发生地点，撞倒拾荒老
人后驾车逃逸。各方面证据在
手，办案民警将段某传唤至交警
队事故科，连夜对其进行突击审
问，迫于压力，段某对其驾车肇
事逃逸的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肇事嫌疑人段某已
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调查处理中。

观观摩摩现现场场。。观摩现场。

本报菏泽 5月 3 1日讯
(记者 李德领) 5月30日，
2018年山东省健身气功站
点联赛 (西部赛区 )在德州
市体育中心拉开帷幕。菏
泽选派牡丹区曹州书画院
健身气功活动站点代表队
和巨野县洙水河公园健身
气功站点代表队在四个单
项和气舞比赛中，不畏强
手，团结拼搏，分别夺得五
禽戏、易筋经第一名，在自
选项目气舞比赛中分别获
得冠、亚军。

据悉，此次比赛由山东

省体育局、德州市政府主办，
来自济南、滨州、菏泽等8个
地市和省直机关的15支代表
队参加比赛。选手们将在健
身气功·易筋经、五禽戏、大
舞、太极养生杖4个项目的比
赛中进行激烈角逐，赛区的
第一名将参加9月份在济南
举办的总决赛。根据比赛规
则，牡丹区曹州书画院健身
气功活动站点代表队将参加
五禽戏和气舞的总决赛，巨
野县洙水河公园健身气功站
点代表队将参加易筋经项目
的总决赛。

省省健健身身联联赛赛西西部部赛赛区区
菏菏泽泽斩斩获获三三个个第第一一

菏菏泽泽55节节目目将将参参加加
全全国国曲曲艺艺周周演演出出

本报菏泽5月31日讯(记
者 李德领) 5月31日，齐
鲁晚报记者从菏泽市文广新
局获悉，2018年全国曲艺非
遗周展演将于6月7日至6月
14日在天津举行，菏泽市艺
术研究所，郓城、单县文化
馆，组织近20名演员，准备了
山东花鼓、山东琴书、莺歌柳
书、山东落子四个曲种共五
个节目随山东代表团参演。

本次曲艺周邀请全国非
遗曲艺传承人进行集中展示
演出、交流调研，并举办讲座

展览等活动，预计1200人参
会。非遗曲艺周期间，127项
国家级非遗曲艺项目将实现
全覆盖。这也是我国非遗保
护工作历史上首次实现国家
级曲艺类非遗项目的集中会
演，规模空前。

据悉，全国非遗曲艺周
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和天津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文化
和旅游部非遗司、艺术司与
天津市文广局承办，是2018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非遗
主场活动。

本报郓城5月31日讯(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荣德羽
李士栋) 5月29日，菏泽全

市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工
作现场推进会在郓城召开。会
议要求各县区全面启动艺术
素质测试工作，使每个学生都
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

当日，与会人员首先现场
观摩了郓城县陈坡乡希望学
校和东关小学的艺术素质测
评工作。据了解，郓城县是全
市首批全国农村艺术教育实
验县。会上，郓城县教育局局
长李宗玉就全县艺术教育开
展情况及艺术素质测评工作
作了典型发言。

菏泽市教育局副局长李
永强指出，各县区要积极学习
郓城县的经验和做法，全面启
动艺术素质测试工作，站在对

学生终身发展和对国家民族
未来负责的高度，使每个学生
都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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