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巨野6月21日讯(记者
李凤仪) “时间、地点、救援

事件经过、联系电话……”每
天，在巨野雷锋救援指挥中心
群内评价每天20—30条救援信
息报告，小到帮人拖车，大到火
灾救援，覆盖了方方面面，提起
巨野雷锋义务救援队，知道的
人都竖起大拇指。

“2018年6月19日09点45
分，地点：大义十字路口，救援
详情：我经过大义十字路口时
发现一辆轿车停在十字路口，
我下车询问得知是车辆高温导
致车辆无法行驶，经过车主同
意我帮车主成功拖至修车点，
救援成功，车主拿出香烟以表
谢意，被我婉言谢绝，车主十分
感谢咱们雷锋义务救援队。参

加救援人员：张磊。”这是队员
张磊的救援报告，这样的报告
在整个救援队内每天都有不
少。

巨野雷锋义务救援队队
长王玉亭介绍，巨野雷锋义
务救援队成立于2017年11月
2 6 日，是一支以道路应急救
援、火灾救援、寻人启事等为
主 体 的 志 愿 者 应 急 救 援 队
伍。自成立以来，得到了广大
市民的拥护并纷纷加入到我
们的队伍，经过六个多月的
发展，志愿者迅速发展到了
三千余人。正式队员2 3 0人，
应急队员3 5 人，救援队队员
遍布巨野县城，以及各个乡
镇。积极地服务于区域内所
能覆盖到的民众。

截至目前，这支帮人之后
连口水都拒绝喝的队伍，已经
为社会免费提供道路救援3159
起，大型路口交通疏导18次，寻
人启事查找29人次，敬老院看
望孤寡老人3次。每一次出现，
都给人带来正能量，带来人性
的光芒。以及各个乡镇，积极地
服务于巨野县区域内的民众，
时刻准备着对各类救援做出快
速反应，为创建文明城市做出
贡献。

“今年，我们会撸起袖子加
油干，继续践行雷锋精神，争取
让更多人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
暖和爱心。”王玉亭表示，巨野
雷锋义务救援协会成立后，也
获得了很多关注和支持，在此
表示感谢。

巨野雷锋义务救援队

一一颗颗红红心心，，将将雷雷锋锋精精神神贯贯彻彻到到底底

2 1日，定陶公安局西城
派出所民警走进辖区留守儿
童学校，通过讲解防溺水常
识和救生演示等方式，就如
何预防溺水事故发生，为留
守儿童们上了堂生动的安全
课，杜绝暑期发生留守儿童
溺水事故。

本报记者 赵念东 通讯
员 朱建英 摄影报道

防防溺溺水水安安全全教教育育
进进校校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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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 泽 开 发 区 金 灿 副 食 商 行 ( 账 号 ：1 5 -
933200460150723，开户行：农行菏泽分行营业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71700MA3HPPW57M)预留

印鉴，法人章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巨野顺涛运输有限公司鲁RA7172营运证(营
运证号：37172435154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顺涛运输有限公司鲁RH6769营运证(营
运证号：37172433791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曾庆凯，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 注册号 :
371725600551077)正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曹孔连，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 注册号：

371725600329435)正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郓城浩鸣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编号为3717250002584的行政公章及2018年6月20
日之前刻制法人代表章丢失，声明作废。

★兹有车辆(鲁R20R20，)在太平洋产险公司承

保，其保单号为:AJINE58Y1417B000744V，车架号

为LSVCE6A49BN193738,发动机号为087937，型号

为 大 众 S V W 7 2 0 1 0 E J , 保 单 流 水 号 为
CFBA1707378160,承保时间为2017-8-19至2018-8
-19。因保管不善，不慎丢失，特此证明。

★张海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 注册号：
371725600120379)正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侯宪贞，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 注册号 :
371725600180055)正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遗 失失 声声 明明
根据山东菏泽华昌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和菏泽北方能源设备科

技有限公司的合并协议，两公司合并，合并方式为山东菏泽华昌机
械科技有限公司吸收菏泽北方能源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菏泽北方
能源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解散注销，菏泽北方能源设备科技有限公
司资产归山东菏泽华昌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所有，合并前菏泽北方
能源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伍仟万元，山东菏泽华昌机械
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壹亿参仟伍佰万元，合并后山东菏泽华
昌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壹亿捌仟伍佰万元，所有债权债
务为山东菏泽华昌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承继，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吸吸收收合合并并公公告告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
于6月25日前公布高考成绩，6
月 2 8 日开始填报提前批次志
愿，我市参加春、夏高考的学生
6 万余人，为帮助考生选择学
校，帮助学校选招考生，《菏泽
日报》、《齐鲁晚报·今日菏泽》、

《牡丹晚报》、菏泽招生考试服
务中心于6月26日，在菏泽二中
联合举办菏泽市第十五届普通
高校招生咨询会。届时，高校招
生及新闻部门免费发放填报志
愿材料，现场答考生及家长提
问。菏泽市高校招生咨询会是
为考生服务的社会公益性活
动，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向考
生及家长收费，欢迎考生和家
长参会咨询。

截至6月18日晚，报名参加
咨询会的高校有：山东大学、复

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
学、同济大学、南开大学、西安交
通大学、中山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兰州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
工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
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合肥
工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山东
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山东农
业大学、青岛理工大学、山东中
医药大学、济南大学、山东科技
大学、聊城大学、鲁东大学、青岛
农业大学、烟台大学、哈尔滨理
工大学荣成校区、滨州医学院、
泰山医学院、齐鲁师范学院、山
东政法学院、山东工商学院、山
东青年政治学院、山东交通学
院、潍坊学院、滨州学院、山东女
子学院、泰山学院、山东农业工

程学院、山东管理学院、山东农
业工程学院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菏泽学院、枣庄学院、德州学院、
青岛滨海学院、山东财经大学东
方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
院、青岛工学院、青岛理工大学
琴岛学院、烟台南山学院、齐鲁
理工学院、齐鲁医药学院、汉江
师范学院、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山东华宇工学院、中国石油大学
胜利学院、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
院、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山东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山东中医药高
等专科学校、淄博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菏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菏泽职业学院、菏泽家政职业学
院、菏泽技师学院、山东理工职
业学院、山东海事职业学院、山
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潍坊职业
学院、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圣翰财贸职业学院、山东工业
技师学院、东营职业学院、青岛
求实职业技术学院、炎黄职业
学院、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艺术设计技术学院、莱芜职业
技术学院、山东职业学院西校
区、山东威海外事学院、济南护
理职业学院、潍坊职业学院、聊
城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科技职
业学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青
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山
东外国语职业学院、东营职业
学院、山东轻工职业学院、烟台
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潍坊
护理职业学院、山东商务职业
学院、山东职业学院、山东商业
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工业职业
学院、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山东
外贸职业学院、山东经贸职业

学院、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泰
山护理职业学院、淄博职业学院、
炎黄职业技术学院、济南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威海职业学院、山东劳
动职业技术学院、威海海洋职业学
院、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山东
畜牧兽医职业学院、青岛港湾职业
技术学院、山东海事职业学院、荆
州职业技术学院、山东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江苏农牧科技学院、山东
海事职业学院、山东药品食品职业
学院等。
市招生报考咨询电话：
0530-5511071
联系人：
刘老师 13583099910 13518600928
菏泽日报联系电话：18905308269
牡丹晚报联系电话：15005300136
齐鲁晚报今日菏泽联系电话：
15615301228

菏泽日报、齐鲁晚报今日菏泽、牡丹晚报、菏泽招生考试服务中心联合举办

菏菏泽泽市市22001188年年普普通通高高校校招招生生咨咨询询会会
时间：6月26日8：00-17：00 地点：菏泽二中

巨巨野野县县贯贯彻彻落落实实生生产产经经营营单单位位
安安全全生生产产主主体体责责任任

本报巨野6月21日讯(通
讯员 刘红红) 为认真贯
彻落实新修订的《山东省生
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规定》(省政府令311号)，巨
野县安委办印发了《关于学
习贯彻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的通
知》，就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

《规定》进行部署安排。
该《规定》涉及安全生产

责任制、安全生产机构和人
员、教育培训、安全投入、风
险管控与隐患治理、应急管
理等方面。通知要求，各镇区
办各部门要将学习宣传和贯
彻落实《规定》工作与开展安
全生产“七进”活动、“安全生

产月”活动紧密结合起来，认
真学习贯彻，抓好落实。一是
要加大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力
度，让该《规定》在企业层面
家喻户晓。二是要通过监督
检查，严格执法，促进生产经
营单位全面落实主体责任。
三是县安委会要发挥牵头管
总和综合协调作用，对各镇
区办各部门开展落实《规定》
情况进行督查，确保《规定》
内容落地生根，确保生产经
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的氛围
浓起来，全面自觉履职尽责
的意识强起来，充分利用发
挥《规定》的规范引领和推动
作用，推动全县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

本报东明6月21日讯(记
者 李贺 通讯员 崔健)

21日上午，东明农商银行
开展存款突破100亿元庆祝
活动，东明农商银行各项存
款突破100亿元，实现了历史
性跨越，成为东明县首位存
款过百亿的金融机构。

近年来，在省联社菏泽
办事处的正确领导下，在县

委、县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
力支持下，东明农商银行以

“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
为宗旨，加快业务创新，不断
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各项业
务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截至6
月20日，各项存款102 . 44亿
元，各项贷款60 . 25亿元，有
力地支持了当地经济的发
展。

东东明明农农商商银银行行存存款款突突破破110000亿亿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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