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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郓城城交交警警联联合合多多部部门门

整整治治马马路路市市场场见见成成效效

本报郓城8月8日讯 (记
者 崔如坤 通讯员 路
迪) 为深入推动文明城市
创建和美丽乡村建设，取缔
以路代市、占道经营的马路
市场，菏泽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郓城大队联合多部门在全
县范围内开展了整治马路市
场行动。

据了解，整治范围为郓
城县域内国省道、县乡道路
和县城区主次干道的占道经
营性摊点和集市。目前正处
于集中整治阶段，郓城交警

大队执法人员联合其他部门
执法人员不畏高温酷暑，深
入到双桥镇、陈坡镇和玉皇
庙镇等乡镇街头集市，对占
道经营的摊贩进行说服教
育。

为不影响居民日常生
活，治理马路市场的同时，在
适当路段，利用空闲场地陆
续建设了一批简易市场，使
所有占道经营的摊点都进入
指定地点经营。通过治理，有
效促进了郓城城乡环境和交
通的“提档升级”。

高高温温中中男男童童走走失失环环卫卫工工帮帮找找家家人人
期间担心孩子中暑，她一直精心照顾

本报鄄城8月8日讯 (记者
张建丽 通讯员 贾星锋)
7日下午，鄄城县环卫工人谭

秋云在工作时遇见一名走失的
男孩。孩子才两岁左右，无法说
清家人电话和地址，一直在哭。
当时正值温度最高时分，担心
孩子中暑，谭秋云对他精心照
顾，并最终帮助其找到家人。谭
秋云做好事不留姓名，谢绝了
男孩家人表示感谢的钱物。

据介绍，当天下午1点左右，
谭秋云在人民街与鄄六路路口
清扫街道卫生时，发现一名两岁
左右的男孩，自西向东一路哭着
走来。当时正值温度最高时分，
男孩脸上身上全是汗水，衣服都
湿透了。谭秋云四处看了一下，
并未见男孩的家人跟来。她担心
男孩被车撞到，更担心男孩被坏
人抱走。于是谭秋云放下扫帚，
把男孩抱到路边。

由于男孩年龄太小，除了
一直哭喊着找奶奶之外，根本
说不出别的话。看着男孩的脸
热得通红，谭秋云就从清洁车
上拿来一把扇子，她一边给男
孩扇着扇子，一遍焦急地等待
着男孩的家人。

不一会儿，男孩趴在谭秋

云的怀里睡着了。谭秋云怕外
面的高温把男孩热坏了，想把
男孩抱到位于鄄六路的移动营
业厅内。但是她又怕错失了前
来找男孩的家人。于是，找来她
的两位同事，告诉她们事情的
经过后，让她们在路边留意，如
果看到有找孩子的人，就带到
移动营业厅来，她还让在路边
贴手机膜的市民等也帮忙留意
找孩子的人。

高温下，一场帮男孩找家
人的接力就这样开始了。

大约过了四十多分钟，谭秋
云的同事首先遇到了前来寻找
男孩的奶奶，并把她带到了营业
厅，看到孩子的一瞬间，孩子奶
奶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原来，男孩跟随奶奶到位
于鄄城广场东南角的邮政储蓄

办理业务，一不留神孩子就走
丢了。“孩子丢了我特别着急，
打电话叫来全家人找，还打了
110。多亏她们几个拦住了孩
子，不然被车撞到或是遇到坏
人真是不敢往下想。”孩子的奶
奶惊魂未定地说。

不一会儿，男孩其他的家
人得到孩子找到的消息，也陆
续赶来。当男孩的家人提出要
重重感谢谭秋云她们几个的时
候，却被婉然谢绝了。问她们姓
名也不说，后来男孩的家人通
过联系鄄城县城市管理局工作
人员才知道她的名字。

谭秋云说：“看到那么小的
孩子在大街上走太危险了，我
这也是出于本能的帮忙，不算
什么，换做我们当中的任何一
个人都会这么做。”

定陶区滨河街道：

解解决决贫贫困困户户住住房房安安全全

本报菏泽8月8日讯 (记
者 李德领 通讯员 张竞
哲 陈丕元) 为切实打好
脱贫攻坚战，今年3月份通过
定陶区住建局、区房产局、区
扶贫办、滨河城建办、滨河扶
贫办5个部门联合对贫困户

“两不愁、三保障”问题进行
评估认定，对滨河街道2014
年以来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
问题进行排查，最后确定李
庄李风海,前杨楼杨青堂、杨
青福，刘楼吴西兰，王店霍玉
柱，许庄许保贵，梁王台贾继
斗等7户贫困户符合危房改
造政策，并及时申报审批、公

示、公告。7月30日前全部改
造竣工。

建设过程中王店的霍玉
柱本人无能力改造危房，该
村村支部书记杨雨全了解到
情况后，立即召开村“两委”
会议，经会议研究决定村里
帮助霍玉柱完成危房改造，
保证达到贫困户脱贫不居住
危房。梁王台社区贾继斗，自
己无能力盖房，通过社区及
办事处包村干部多次做其亲
戚工作，最后达成一致意见，
其亲戚帮助贾继斗完成危房
改造工作，真正做到扶贫路
上不漏一人。

★巨野鹏博运输有限公司鲁R2029挂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70761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京九特种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鲁RF1625
营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03682)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巨野胜力储运有限公司鲁RZ565挂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32967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王慧 ( 3 7 2 9 2 9 1 9 8 7 0 9 2 9 0 0 4 6 )编号为
2014137160090031的护士执业资格证书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兹有黄金福，《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丢
失，身份证号372901194702260632，牡丹区2013-
14号地块，丈量编号后22-5，合法土地使用权面积
118 . 10平方米，声明作废。

★山东和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71700MA3D3LG34E)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不慎丢失，现声明挂失作废。

★ 山 东 郓 城 昊 昌 运 输 有 限 公 司 编 号 为
3717250032420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瑞力饲料厂编号为3717250019618的
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李浩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371725MA3N4KTR5W)副本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菏泽宏卓大药房有限公司八店机构信用代码
证(号：G9937170200223230V)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东明县崔街行政村工会委员会公章，税号：
3717280013552，因不慎丢失，现声明挂失

★姚晨毅(父亲：姚明钦，母亲：王莹莹)，男，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M370672869，特此声明。

遗遗 失失 声声 明明 公公 告告
山东昊昇三农物流实业有限公司单位的行政专

用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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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昊昇三农物流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8月8日

公公 告告
菏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吕陵镇人民政府的行

政专用章(号：3729010021710)，财务专用章(号：
3729010021719)，自公告之日起声明作废，不再使用，
并重新申请有效印章。

本报菏泽8月8日讯(记者
赵念东) “这辆电动三轮车停
放在派出所快四个月了，一直不
见人来认领。”菏泽市公安局开
发区分局和平路派出所民警称，
今年4月份，他们在街面巡逻时，
位于和平路与丹阳路交叉口一
门市老板称，不知谁将一辆电动
三轮车停放在其门市门口多天，
一直不见人认领。遂民警留下联
系方式，并将电车推至和平路派
出所门口。如今，已过去4个月，
却依然不见车主认领。

8月8日上午，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来到和平路派出
所，在门口东侧见到了那辆被
车主遗忘了近4个月的电动车。
该电动车系三轮，车牌为捷马，

墨绿色，车尾带有一金属架货
物箱，电车装有车棚，安装厂家
显示为张湾镇金宇车棚加工
厂。该电动车虽已在此处停放
近4个月，经过暴晒、雨淋，仍有
七成新的模样。

据当日巡逻的民警介绍，
当天上午，他们正常巡逻至和
平路与丹阳路交叉路口时，一
门市老板找到他们说，不知谁
将一辆电动三轮车停放在其门
市门口，多日不见认领。门市老
板说，起初，电车的钥匙并未拔
出，他就以为车主就近办事，便
没再理会。后来，电车钥匙不见
了，没有上锁，一连过了多日，
也不见人骑走。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将电

车推至派出所，并给门市老板
留下联系方式，一旦车主前来，
可到派出所认领。”民警说，为
了查找电车车主，他们也调取
了周边监控，以及在巡逻时进
行走访，但都没有结果。

记者了解到，由于和平路
派出所位于丹阳路边，并不是
封闭的，民警只能将该电车停
放在派出所门口。为了安全起
见，他们还给电车上了锁。然
而，如今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但
仍没有车主前来认领。

“是不是车主遗忘了？快点
过来骑走吧。”民警通过本报称，
如果您是车主，前来认领时，需
提供购买电车发票、合格证等相
关手续，以证实车是您的。

谁谁家家的的电电动动车车，，民民警警喊喊你你快快来来骑骑走走
一电动三轮停放门市门口近4个月，不见人认领

谭谭秋秋云云找找到到了了儿儿童童家家人人。。谭秋云找到了儿童家人。

本报菏泽8月8日讯 (记
者 张建丽) 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从菏泽市纪委
监委获悉，菏泽市牡丹区

副区长、区政府党组成员
姚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

姚姚峰峰涉涉嫌嫌严严重重违违纪纪违违法法被被审审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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