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安全全过过节节，，护护航航健健康康
郓城开展为期5天的专项监督检查

本报郓城9月13日讯(记
者 周千清) 国庆中秋将
至，为进一步做好卫生计生
监督工作，防范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发生，9月10日开
始，郓城县卫生计生综合监
督执法局在全县范围内开
展为期5天的节前卫生专项
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住宿
业、美容美发、沐浴场所、商
场、超市等公共场所单位和
居民小区二次供水单位。

这次检查，均根据国家
《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场
所卫生管理条例》、《生活饮

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对
检查中发现存在卫生问题
的单位，将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进行查处，同时做到检查
到位、整改到位，确保公共
场所及生活饮用水卫生质
量达标。

通过此次检查，将提高
单位各卫生监督职能科室责
任人的安全意识，消除安全
隐患，确保郓城“中秋”“国
庆”期间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为卫生事业健康快速发展提
供安全保障。

本报菏泽9月13日讯(记者
赵念东) 近日，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从菏泽市公安局
牡丹分局获悉，该局连续破获
分别以洪某与唐某为首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累计抓获犯罪嫌
疑人60余人，并对在逃人员发
起通缉。民警鼓励广大群众积
极举报，向公安机关提供犯罪
组织犯罪线索、证据和保护伞。

据了解，2018年8月以来，
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办理的
以洪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案件取得重大进展，抓获了洪
某、张某、段某等人，依法刑事
拘留并逮捕，已累计抓获犯罪
嫌疑人11名，其他涉案人员正
在全力追捕中。

此外，2018年4月以来，牡
丹分局异地办理巨野的以唐某
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取

得重大进展，已抓获了以唐某、
吕某、姚某等人，依法刑事拘留
并逮捕，已累计抓获犯罪嫌疑
人50余名，其他涉案人员正在
全力追捕中。公安机关在此正
告洪某恶势力犯罪集团所有在
逃人员不要心存侥幸，要积极
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否则
严惩不贷。

为彻底铲除这两黑社会性
质组织，深挖保护伞，警方鼓励
广大群众积极举报，向公安机
关提供犯罪组织犯罪线索、证
据和保护伞。

对群众来人来信来电举报
的涉黑恶线索，一经查实，将按
以下标准予以现金奖励：公安
机关查证属实并以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名判决的，奖励人民币
50000元；公安机关查证属实并
以犯罪集团判决的，奖励人民

币20000元。公安机关查证属实
并以涉恶类犯罪团伙具体罪名
判决的，奖励人民币5000元。公
安机关查证属实并以涉恶常见
各类霸痞罪名判决的，奖励人
民币1000元。公安机关根据线
索抓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集团头目或主犯的，奖励人民
币5000-10000元；抓获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集团骨干成员
的，奖励人民币2000-5000元；
抓获其他一般成员的，奖励人
民币1000—2000元。

牡丹公安分局：举报电话：
0530-3333150、15105400677
(王警官)邮寄地址：菏泽市中
华西路2555号，菏泽市公安局
牡丹分局刑侦大队扫黑办微信
公众号：牡丹公安，微信号：
h z m d w j 1 ，举 报 邮 箱 ：
MDGA123456@163 .com。

牡牡丹丹警警方方破破获获两两个个黑黑社社会会团团伙伙
对群众举报的涉黑线索，一经查实，最高可给予5万元现金奖励

本报郓城9月13日讯(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郑立栋

商策) 12日，郓城县人民法院
集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三起寻
衅滋事案件进行公开宣判，4名
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十个月至两
年四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唐庙镇赵某、樊某、王某寻
衅滋事案。被告人赵某与樊某
(已判刑)、王某(已判刑)等因
饭菜费结账问题与受害人发生
争执，三被告人小题大做，借题
发挥，实施随意殴打他人和任
意毁损饭店内财物行为，特别
是在公安干警接警后，前往制
止时，仍继续实施寻衅滋事、妨
害公务犯罪行为，造成受害人

轻伤。据此，郓城县人民法院依
法判处被告人赵某两年四个月
有期徒刑。

郓州街道办事处赵某某、
徐某、徐某某寻衅滋事案。被告
人赵某某伙同徐某(已判刑)、
徐某某(已判刑)三人在KTV
因怀疑受害人对其出言不逊，
三被告人共同在歌城内、歌城
门口两次殴打受害人，后又追
逐到一银行家属院附近继续殴
打受害人，造成受害人轻伤。据
此，郓城县人民法院以寻衅滋
事罪判处赵某某有期徒刑两年
一个月。

张营镇李某、吴某某寻衅
滋事案。被告人李某、吴某某伙

同他人在凌晨1时许，酒后将受
害人停放的18辆旧货车车玻璃
损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事后
二被告人积极赔偿，取得受害
人谅解。据此，郓城县人民法院
依法分别判处李某、吴某某有
期徒刑十个月和有期徒刑一
年。

据了解，开展专项斗争以
来，郓城县人民法院及时成立
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抽调政治素质高、业务过硬
的干警组成专门审判团队，对
涉黑涉恶案件做到快立、快审、
快判。本次集中宣判，展现了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新成效，有效
震慑了黑恶势力。

郓城法院集中宣判三起涉恶类共同犯罪案件

44男男子子寻寻衅衅滋滋事事被被判判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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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 9月 1 3日讯
(通讯员 孙明金 ) 近日，
牡 丹 区 为 促 进 风 险 隐 患

“大快严”行动实效，采取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的方式，切实加大督导检
查力度，逐级传导责任压
力。一是组织 9个督查组，
按照分片包镇街的方式，

深入基层、深入企业开展
督导检查。二是督促区安
委会各专业领导小组，认真
组织开展各行业领域专项督
查和暗查暗访活动。三是区
政府组织督查组，对各级各
部门活动开展情况集中进行
督查，督查结果纳入安全生
产年度目标考核内容。

牡牡丹丹区区严严格格风风险险隐隐患患
““大大快快严严””督督导导检检查查

★巨野顺昌运输有限公司鲁R0Y55挂营运
证(营运证号：371724707695)不慎遗失，声明作
废。

★菏泽市牡丹区谦震话费代收门市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37290119780213613001)不慎
丢失，现声明挂失作废。

★ 王 洪 力 ，税 务 登 记 证 ( 编 号 ：
37290119850207873801)正副本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郓城县金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2018年9
月10日之前刻制的法人代表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隆源钻井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
10日之前刻制企业名称章，财务专用章及法人
代表章丢失，声明作废。

★王洪力，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编号：
371702601085672)正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郓城天隆商贸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0
日之前刻制的法人代表章丢失，声明作废。

★巨野大地物流有限公司鲁R2C23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70622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遗 失失 声声 明明 山东嘉世装饰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免 费 设
计、免费出图、家居住
宅、办公空间、餐饮空
间、医院工程、别墅工
程、酒店装饰，工程装
饰设计及施工一条龙
服务。

咨 询 电 话 ：
5105599、17554077599

公公 告告
菏泽万齐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的行政专用章、财务专用
章、法定代表人名章、发票专
用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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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万齐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4日

本报菏泽9月13日讯(记
者 周千清) 9月13日，省
专家组一行到牡丹区开展全
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复审工作，牡丹区以此次复
审工作为契机，进一步健全
完善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网络，加强中医药文化
建设，积极发展中医医疗与
预防保健服务，推动中医药
服务进乡村、进社区、进家
庭，把中医“治未病”服务更
多地纳入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

9月13日，由济宁市卫生
计生委党委委员、中医药管
理局专职副局长王太晗带领
的山东省专家组一行，来菏
泽市牡丹区开展全国基层中
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复审和

“十三五”基层中医药服务能
力提升工程督查工作。

在汇报会上，牡丹区政

府副区长申瑞萍做了全国基
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复审
工作汇报。申瑞萍说，近年
来，牡丹区充分发挥中医药

“简、便、验、廉”特点，大力改
善基层中医药医疗卫生条
件，积极完善以中医院为主
体，以基层医疗机构为基础
的多层次、多形式中医药服
务体系，中医药服务的可及
性不断提高。目前，全区共建
设二级中医医院1家，三级综
合医院1家、二级综合医院1
家，妇幼保健院1家，镇街卫
生院1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6家。其中，菏泽市牡丹人
民医院被评为“全国综合医
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东
城、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被评为“全省星级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牡丹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被评为“省级中医药
特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省省专专家家组组到到牡牡丹丹区区开开展展
中中医医药药先先进进单单位位复复审审工工作作

法法警警押押解解被被告告人人上上庭庭。。法警押解被告人上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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