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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山东”品牌建设培训班在菏泽举办

兄兄弟弟地地市市来来菏菏泽泽““取取经经””
本报菏泽11月29日讯(记

者 周千清) 28日，“食安
山东”品牌建设培训班在菏
泽举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副局长以及其他各市食安办
分管负责人等齐聚菏泽，观
摩学习了“食安菏泽会客厅”
等做法，座谈交流工作情况，
安排部署进一步推进“食安
山东”品牌建设工作。

据悉，此次培训班共包
括现场观摩、集中培训和座
谈交流等三个阶段。28日上
午，代表团一行人先后观摩
了“食安菏泽会客厅”主展
厅、移动公司展示厅、和谐
广场体验中心、食安菏泽会
客厅鄄城馆等四个现场，并

现场就“食安菏泽”创建成
果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赞
扬。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副局长、省食品安全委员会
办公室副主任李宇红在培训
班上表示，全省各地市要学
习“菏泽经验”。菏泽是近几
年我省发展较快的地区之
一。菏泽市的食品安全工作
在许多方面颇具创新，走在
了全省前列。“食安菏泽会客
厅”是推进品牌建设的有益
探索，取得了良好成绩且发
展前景看好。并希望各市结
合各自实际，开动脑筋，开拓
创新，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
品牌建设路子。

本报菏泽11月29日讯
(记者 王雅楠) 29日，菏泽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就2018年政务
服务热线工作召开新闻发布
会。会上，相关负责人通报了
2018年菏泽政务服务热线的详
细工作情况，同时针对群众在
拨打市长热线时遇到的问题进
行了解答。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在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11月
底，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共
受理群众来话、微信、微博、手
机短信、市长信箱、人民网留
言、省级政务服务热线转件等
56 . 5万件，即时办理43万余
件，形成《市长公开电话处理
单 》1 3 万 多 件 ，办 结 率 为
98 . 10%，回访率100%。此外，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要求，自
2017年11月开始，菏泽对分设
的市县两级咨询投诉类服务
热线进行了整合，从名称、号
码、受理范围、运作方式等方
面进行统一。目前，热线整合
工作已经按时完成，有6条市
级热线、11条县区热线整合到
12345统一受理。

“12345，有事找政府”是

菏泽市民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自2003年开通至今，热线受理
群众来电400多万件，每年的话
务量均在66万件以上。2018年1
月1日，“市长热线”正式更名为

“政务服务热线”。同时，为进一
步完善受理机制，菏泽市政府
今年对热线平台录音系统进行
了升级改造，热线平台与群众
的每一次通话、与县区和部门
的每一次电话沟通，全程进行
录音记录。

菏泽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刘
建东在会上表示，下一步政务
服务热线将强化承办督办，在
受理、交办、反馈等环节上压缩
时间，保障从严从快从实办结。

“对影响大、难度大、领导和群
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积极
督办；对承办单位反馈已经办
结，但群众仍不满意，甚至引发
深层次的问题，认真负责督促
检查，进一步提高群众满意
率。”刘建东说。

““1122334455，，有有事事找找政政府府””
菏泽市长热线设立15年，受理群众来电400多万件

本报菏泽11月29日讯(记者
张建丽) 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从菏泽市科技局获悉，
为加强菏泽市科技创新平台体
系建设，增强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及新型研发组织技术创新
源头动力，助力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的实施，菏泽市启动
了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目前
正在申报阶段。

据悉，2018年度市重点实
验室建设重点聚焦高端装备、
新能源新材料、医养健康、绿色
化工、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高
效农业产业的重点研究领域。

申请新建市重点实验室
须为已开放运行的各类实验
室，并满足下列条件：建设依
托单位综合科技实力较强，在
本领域具有代表性，研发投入
较大，注重科技成果转化；实验
室研究方向符合菏泽市经济
与科技发展战略，有能力承担
省、市科研项目，拥有本领域
高水平的原创性成果和技术

储备；实验室具有结构合理的
高水平科研队伍，固定研究人
员不少于10人，其中，硕士及
以上学历或具有高级职称的
研究人员不低于三分之一，一
般应拥有高层次水平的学术带
头人；实验室具备较好的科研
实验条件，实验用房集中，面积
应在300平方米以上，科研仪器
设备总值一般应在300万元以
上，农业领域可适当放宽条件；
实验室有合理的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规章制度完善，在凝聚
学科优势、汇集科技资源和对
外开放交流等方面能力突出。
建设依托单位重视市重点实验
室建设，能提供充足的建设、运
行费用。

根据《菏泽市重点实验室
管理办法》，市重点实验室实行
依托单位领导下的主任负责
制，采用相对独立的人、财、物
管理机制，鼓励具备条件的市
重点实验室注册登记为独立法
人。拟新建的市重点实验室实

行筹建期制度，筹建期为2年，
筹建期内加挂“菏泽市×××
重点实验室(筹)”牌子。筹建期
满3个月内，由市科技局组织专
家进行验收。筹建期内提前完
成建设计划任务的，可由依托
单位提交申请，主管部门审核
后报市科技局提前验收。通过
验收的，认定其市重点实验室
资格并授牌。筹建期满无法完
成建设计划任务的，应由依托
单位提前3个月提交延期申请，
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科技
局，筹建期可延长1年，1年后仍
未通过验收的，取消其市重点
实验室建设资格。

市科技局组织市重点实验
室定期绩效评估工作，评估周
期一般为3年，对市重点实验室
评估期内整体运行发展情况进
行综合评价，评估工作采取专
家评议方式。对评估期内被认
定为国家、省重点实验室的，分
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的经费
补助。

菏菏泽泽市市启启动动重重点点实实验验室室建建设设
2018年度菏泽市重点实验室开始申报

1122月月66日日有有毕毕业业生生招招聘聘会会
招聘会地点是菏泽市人力资源市场

本报菏泽11月29日讯(记
者 周千清) 12月6日，菏
泽 市 人 力 资 源 市 场 举 办

“2018年人力资源市场高校
毕业生就业服务周菏泽人才
招聘大会”活动，2019届高校
毕业生、往届有就业意愿的
高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三
支一扶”等基础服务项目期
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可以
现场应聘。

据悉，“2018年人力资源
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
菏泽人才招聘大会”于12月6
日，在菏泽市人力资源市场
举行。招聘大会由菏泽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
菏泽市人力资源市场承办，
菏泽创天人力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协办。

此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
务周活动服务对象有2019届
高校毕业生；往届有就业意愿
的高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三支一扶”等基础服务项目
期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

据介绍，“2018年人力资
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周菏泽人才招聘大会”是高
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活动内
容之一，高校毕业生就业服
务周活动自11月26日-12月9
日，服务周活动内容还包括
举办高校毕业生网络招聘大
会，服务周期间统一发布适
合高校毕业生的招聘信息，
举办网络招聘大会；举办高
校毕业生现场招聘会；开展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活
动，为高校毕业生送政策、送
指导、送信息，特别是要让高
校毕业生掌握获取就业创业
政策和招聘岗位信息的渠
道；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政策措施宣传活动，大力
宣传党和政府对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的重视和采取
的措施。

★巨野县顺航运输有限公司鲁RN7957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71047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辉通运输有限公司鲁RL650挂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34955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山东巨野遨宇运输有限公司鲁RT038挂营运
证(营运证号：37172470739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华润运输有限公司鲁R3C01挂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35222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鲁涛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鲁RR103挂营
运证(营运证号：371724357072)不慎遗失，声明作
废。

★巨野县鲁涛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鲁R3N87挂营
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06817)不慎遗失，声明作
废。

★巨野县鲁涛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鲁R4N03挂营
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06767)不慎遗失，声明作
废。

★巨野县鲁涛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鲁R8L53挂营
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06764)不慎遗失，声明作
废。

★巨野县鲁涛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鲁R0N84挂营
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06765)不慎遗失，声明作
废。

★李秀玲的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编号：
63060215)，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王可贞的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编号：
63933415)，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山东睿雅服装有限公司公章不慎丢失，声明
作废。

★ 和 红 岩 ，教 师 资 格 证 ( 证 号 ：
963714631007474)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 李 伟 ，个 体 工 商 户 营 业 执 照 ( 注 册 号 ：
371725600078470)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高尚贞小学一级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
(号：63030487)丢失，声明作废。

菏泽市牡丹区艳丽中信五交化经营部(注册号：
371702600484343)的营业执照正副本不慎丢失，现
声明挂失作废。

遗遗 失失 声声 明明

发布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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