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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线>>>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本月1日起

菏泽这项从业资格考试有变化
本报菏泽3月4日讯 (记者

周千清 )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从菏泽市交通运输局了解
到，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国办发 [2020]24号)的部署要
求，根据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关
于认真做好道路货物运输驾驶
员从业资格考试制度改革有关
工作的通知》(鲁交城市[2020]21
号)的有关要求，切实做好菏泽
市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
格考试改革相关工作，方便驾驶
员从业、就业、择业，菏泽市交通
局发布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
格考试制度改革有关工作的通
告(下称通告)。

通告称，自2021年3月1日起，
菏泽市不再组织除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以外的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
从业资格考试。

驾校信息公开，在菏泽市交
通运输局官网或“菏泽资格证”微
信公众号公布具备培训条件的相
关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名称
及、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

严把培训质量，严格按照新
的《教学大纲》开展培训，加强专
业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培训，如
实填写教学日志、培训记录，及时
组织开展结业考核，颁发《结业证
书》，上传信息。

提高便民服务，推动实现学
员“一次报名、一次培训、一次考
核(考试)”，切实减轻学员负担，
改进服务方式，为从业人员提供
便利。

菏泽命名10个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和10个岗位学雷锋标兵

本报菏泽3月4日讯 (见习
记者 马雪婷) 为进一步推
动学雷锋活动深入开展，近日，
市委宣传部命名了10个学雷锋
活动示范点和10个岗位学雷锋
标兵。此次示范点和标兵来自
农村、学校、企业、医院、机关、
志愿服务组织等基层单位，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决战脱贫
攻坚中做出较大贡献的先进模
范，他们立足本职、爱岗敬业、
奉献社会，是弘扬雷锋精神的

优秀代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模范践行者。

全市各级各单位要以学雷
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
兵为榜样，坚持教育引导、实践
养成、制度保障相结合，创新形
式、丰富载体，扎实开展学雷锋
活动，形成践行雷锋精神、争当
先进的生动局面。为奋战“十四
五”、实现后来居上目标作出积
极贡献，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菏泽开展“三八”维权周普法宣传活动

献给她最美的“礼物”
本报菏泽3月4日讯(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谷新勇) 为
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111周
年，进一步推进平安菏泽建设，
切实提高广大妇女群众的法律
和维权能力，3月3日，菏泽市妇
联联合菏泽市法院、市检察院、
市司法局、市开发区党群工作
部妇联开展“建设法治菏泽
巾帼在行动”——— 维权服务进
社区、进家庭、到身边“三八”维
权周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中，通过设置法律咨
询台、悬挂横幅标语、摆放展
板、发放宣传资料和宣传物品
等形式向往来群众宣传《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反家庭暴
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
成年人保护法》、《女职工劳动
保护法》、“女童保护”防性侵等
有关法律政策，并现场解答妇
女群众关于婚姻家庭纠纷、未
成年人抚养等方面的难题。活
动当天，共发放宣传资料2000
余份，接受妇女群众咨询200人

次，有效增强了广大妇女群众
的法律和维权意识。活动还邀
请菏泽京智康体检免费为广大
市民提供医疗检查和健康咨询
等服务，受到市民的欢迎。

本次活动拉开了菏泽市
“三八”维权周的序幕，下一步，

全市各级妇联将通过开设法律
讲堂、婚姻家庭辅导课程，律师
解答面对面等线上线下全面开
展普法宣传活动，切实维护妇
女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和谐平
安幸福，营造社会良好法制环
境。

菏泽2020年度

“十大物业服务品牌”出炉！

本报菏泽3月4日讯 (记者
周千清) 3日，记者从菏泽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的
《关于公布全市2020年度“十大
物业服务品牌”的通知》了解
到，对全市具有影响力的物业
服务品牌企业进行公布。

山东嘉林达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山东金佳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菏泽金通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山东银湾物业集团有限
公司、山东菏建恒良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菏泽市舒欣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山东佳如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巨野祥泰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成武县东源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菏泽中绿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东明女警王菲：

用心搭起警民“连心桥”
本报东明3月4日讯(见习记

者 马雪婷 通讯员 张军明)
她们是女孩，也是警察，她们

看似柔弱，却是工作中靓丽的
风景线，她们担当风雨，承担责
任。她们忙碌的身影坚守在公
安战线的各个岗位，为公安事
业默默奉献着青春和热血。

王菲，女，31岁，东明县公
安局指挥中心民警。从警6年，
在派出所、秘书科等多个岗位
历练，让她更懂得如何做好群
众工作，更懂得群众需要什么。
在对待群众工作时，王菲时常
这样说：“群众的小事，就是我
们的大事。很多事在我们民警

看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情了，但对群众来说都是

‘大事’，我们必须用心把
每一件工单办好，用真情
沟通好法律政策，群众自
然就理解公安工作了，警
民关系才会更融洽。”

简单的事情反复做，
复杂的事情认真做，王菲
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
闻，尽管工作平凡琐碎，但她把
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然而，干好
干精这份工作，远没有那么简
单，还要沉下去研究法律法规，
学习各个警种业务，还要研读
与公安业务交叉的其他行业相

关知识。执法办案、户籍、出入
境、交通管理等与公安业务相
关的政策规定，王菲都熟记于
心。

王菲的耐心和细致赢得了
群众和同事的赞许。

序号 驾校名称 地址 培训车型 报名电话 监督电话 所属区域

1 菏泽汽运驾驶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菏泽市黄河东路869号 A2、B2 0530-5311070 5332314 5139971 菏泽市区

2 菏泽锦城驾驶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菏泽市牡丹南路855号 A2、B2 0530-5189989 5608899 5139971 菏泽市区

3 郓城顺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双桥镇复兴街南段路东 A2、B2 0530-6780007 6185858 郓城县

4 菏泽信航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闫什镇粮库北邻 A2、B2 0530-2425888 3871559 鄄城县

5 巨野县蓝翔汽车驾驶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巨野县经济开发区 A2、B2 0530-8300199 6823456 8199766 巨野县

6 巨野县南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巨野县大义镇开发区 A2、B2 0530-8228122 8199766 巨野县

7 巨野县麟州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巨野县工业园区 A2、B2 0530-2026001 8199766 巨野县

8 菏泽中道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曹县苏集镇 A2、B2 0530-3589201 3589202 3223163 曹县

9 曹县顺和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曹城办事处石庄行政村 A2、B2 0530-3283331 3283332 3223163 曹县

菏泽市具备牵引车或大型货车培训条件的培训机构

菏泽市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名单

一、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1 .单县博爱学校
2 .曹县第一实验小学
3 .定陶区张湾镇中学
4 .郓城县尚德志愿者协会
5 .东明县税务局
6 .菏泽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花都
商埠
7 .菏泽城际公交有限公司
8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
程三处
9 .山东高速服务区管理有限公
司日兰路菏泽分公司
10 .菏泽汇泉(金盾)汽车出租有
限公司雷锋车队
二、岗位学雷锋标兵
1 .袁文海 曹县人民医院纪委
书记

2 .张建波 牡丹区东城街道办
事处防保站站长
3 .王卫国 巨野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大义市场监管所所长
4 .杨 磊 郓城县闪电志愿救
援中心理事会会长
5 .王海彬 鄄城县人民医院护
师、鄄城县斑马义务救援队长
6 .牛进仓 东明县陆圈镇于屯
行政村党支部书记
7 .马崇环 菏泽市图书馆馆员
8 .仝金宇 市纪委监委派驻第
六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9 .毛红军 市工商业联合会办
公室主任
10 .王振青 菏泽家政职业学
院护理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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