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股天下创世科技有限公司丢
失山东绿地泉美好生活服务集团有
限公司开具的绿地海珀天润527室
房款收据，金额：561050元，声明作
废。

● 张 宪 荣 身 份 证 丢 失 ，证 号
370103196603155518，签发日期
2018 . 02 . 12，声明原件作废，非本
人使用无效。

●遗失声明：李庆华、张身花遗失鸿
源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
编号0102271(金额254629元)、储藏
室编号0102272(金额46020元)、面
积差收据编号6344856(金额2442
元)，特此声明挂失原件作废。

●平度市融兴建材经营部不慎丢失
公章(编码:3702830337677)特此声
明原章作废。

●声明：济南佳阳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遗失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凭
证，备案编号：鲁济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91168号，备案日期：2019年9月
11日，声明作废。

●山东昌德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公章
(3723013094508)、财务专用章
(3723013094507)、发票专用章
(3723013094510)、法人章籍川川
(3723013094509)，因遗失声明作
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聊城市新江源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编号：(鲁)JZ
安许证字{2018}150457-01，编号：
(鲁)JZ安许证字{2018}150457-0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惠民县凯创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丢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
证 副 本 ，证 号 编 号 ：教 民
371621201908102号，原证件作废，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岛仕勃锦饰品贸易有限公司，不
慎丢失法人章 (张和军 )编号：
3 7 0 2 1 4 0 3 3 2 5 7 3公章编号：
3 7 0 2 1 4 0 3 3 2 5 7 1财务章编号：
3702140332572，声明作废。

●曹县倪集街道刘庆增副食品超市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
证编号：JY13717210043560，声明作
废。

●遗失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
司的一套COSCO的一式三份的海运
提单，提单号：COSU6327745400，船
名航次：XIN LAN ZHOU/149S ，声
明作废。

●青岛苏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丢失，代码
67051750-0，声明原件作废。

●山东泰力宝橡胶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编码3709833020407、法人
辛显军印章，编码3709833020409、
财务专用章，编码3709833020408、
发票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青岛赛尔托马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70213MA3TJDP58C)自即日起
注销。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
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特
此公告。
青岛赛尔托马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4日

●遗失声明：张艳艳，遗失邹城市公
房管理所开具的公租房押金收款收
据一份，编号7022588，金额3000元，
声明原件丢失作废。

●减资公告
济南两只小鱼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100MA3MJE5L80)，经公司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由注册资本120万元减
至10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
报债权或其它请求，特此公告。

2022年5月14日

● 徐 宝 军 ( 身 份 证 号 ：
37083019710115295X)残疾军人证
不慎丢失(编号：鲁军：H017217),声
明作废。

●山东当代素质教育研究中心(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370000MJD639835H)不慎丢失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及公章
(编号3701027106753)和财务章(编
号3701027106754)，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王庆发 (身份证：
370104220210401)丢失户口迁移
证，鲁迁字第00773133号，声明作
废。
● 赵 永 玲 身 份 证
371122199112280940,户口簿
032002983,结婚证J371122-2022-
001079丢失，声明挂失。
●KONKIA INC丢失财务印鉴一套，
声明作废。
●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槐荫分
局)2019年11月11日核准的济南槐
荫婷婷食品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丢失，声明作废。
●山东鲁威蜂疗研究所，开户行：齐
鲁银行济南花园支行 ,账号：
86611141101421002432 核准号：
J4510042417001，开户许可证丢失，
声明作废。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马鞍
山路证券营业部(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70100084038603F)公章(编
码：3701037242228)损坏，声明作
废。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2006年毕
业生杨传防，就业报到证编号
12763061493遗失，声明作废。

●张翠明中医医师资格证书丢失，
编 码 ：
20193724137120219780410632X，声
明作废。
●西藏民族大学高卫龙报到证
202010695311477声明挂失。
●中水京林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5006753865462，丢
失 法 人 章 ( 法 人 ：张 建 全
4105810039044)一枚，声明作废。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蒿泊小学公
章因使用过多模糊不清，遂作废，更
换新章，特此公告。
●济宁亿亩地食品连锁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法人章(赵文)不慎丢失，
特此声明原章作废。

拍卖公告
中国拍卖行业AAA资质企业

鲁银拍公字【2022】118号(总第4045期)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5月30日10:

00在洪力自助公益拍卖平台(公众号：洪力，
电脑端：www.honglipai.net)公开现状整体
拍卖山东东营烟草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山东
东营河口区孤岛镇滨海路256号1—6幢宿舍
楼3年期租赁权，出租面积1908.24平方米。参
考价10 . 8万元，保证金3万元。自公告之日起
工作时间在标的所在地展示。看房联系人：董
经理0546-6083550，13515461203。有意竞买
者，请于2022年5月27日16时前将保证金汇入
指定账户(户名：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开
户行：中国银行济南高新支行营业部,账号：
218221410029)并办理报名手续。保证金在规
定的时间到账为准。竞买不成功者，保证金在
拍卖会后五个工作日内无息全额退还。联系
电话：13806333668 15589974699监督电话：
13335108788公司网址：www.sd-yinxing.com
微信订阅号：光彩银星拍卖

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4日

【本栏目友情提示】
本栏目内容仅为持证人员提交的单方
形式发布，不作为最终有效依据和法律
认定、不作为相关责任的依据，以行政
职能部门对其的最终业务审核认定为
准。相关利害关系人应通过具有管理权
限的职能部门或主体确认信息或交易。

公告
因桓台县孝妇河下游分洪河道诸顺沟左

岸道路修复工程建设需要，将对诸顺路高王

村路口、周荆路口至东猪龙河路口段实行全

封闭施工,时间2022年5月12日至2022年9月

30日。封道施工期间，道路沿线单位、商铺、村

民生产、生活、小型车辆、过往车辆及公交路

线敬请从S29连接段、起马路等道路绕道通

行。施工期间请行人车辆注意安全，服从现场

指挥人员的疏导指挥。施工带来不便之处敬

请谅解，

望广大群众积极配合，提前做好出行计

划。

桓台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

淄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桓台大队

2022年5月13日

公告
2013年12

月08日在枣庄
市台儿庄区泥
沟镇枣庄公路
沟圈村段路边
捡拾女性弃婴
一名，出生日
期(估算年龄)
2013 年12月
8日 ,身体健
康。取名：李若

雪，随身携带物品有:婴儿包被。
2022年5月14日

全省招聘 只要主动。
山东登报服务连锁机构:基于转型发展需要，诚聘办公客服、平面设计

人员：

工作内容：办公室相关事务数据统计、排版设计、通过网络客服收单、

报纸快递收发等。

岗位要求：英雄不问出处，年龄学历均等不可一概而论.只要进取。

有意者请将简历(含照片及工作期望)发送至123181202@qq.com

合则约见。工作地点:济南、泰安、潍坊、济宁等市区.0531-88778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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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创业65载，绿色生态一路相随

荒山变青山，“原山精神”铸就英雄林场

编辑：武俊 组版：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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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昱
通讯员 曹钢 高志哲

艰苦创业
第一代原山人

每人植树超10万棵

65年前的原山林场，还是一
座石灰岩山地的荒山。“石灰岩
山地土层薄而且存不住水，一镐
头下去火星四射，震得两手虎口
直疼。造林难度大，苗木成活率
低。”79岁的段新安这样说。段新
安是原山林场的第一代务林人。
他回忆说，林场刚建立那会儿，群
山裸露，满目荒芜，是名副其实的

“石头山”，只有极少量的幼林和
残存林，森林覆盖率不足2%。

1957年12月，原山林场建
立，全场干部职工决心“战胜穷
山恶水”，再苦再难也要把荒山
变青山，从此拉开了半个多世纪
艰苦创业的序幕。

为让荒山尽快绿起来，原山
人在林区组织开展造林大会战，
克服生产生活条件困难等不利
因素，凭着仅有的百把镐头、百
张锨开展造林工作。他们先治坡
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长期居
住在石屋和破庙里，工作在荒山
秃岭上，硬是将一棵棵树苗种进
了石头缝里。

由于北方气候干旱，经常几
个月不下雨，原山数百名林场干
部职工在荒坡上排成“之”字形，
联手往山上传水浇树。这样的

“百人传水”的壮观景象，同时也
被记录在原山林场艰苦创业纪
念馆中。

据馆内工作人员介绍，1961
年，原山林场自开春以来就没有
下过雨，林场人栽下的第一批树
苗岌岌可危。大家集体往山上背
水、扛水，效率却跟不上，于是想
出了接力传水的办法，用了3天
时间把树苗全部浇灌了一遍。造
林不易，护林更难。“原山人在这
片贫瘠的土地上力争造一片、活
一片、护一片、管一片。用第一个
20年的时间，为荒山披上了绿
装。”原山林场副场长王延成说。

据统计，第一代原山务林人
每人植树超过了10万棵。

绿色生态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森林康养等产业

在改革开放时期，原山林场
面临更大的挑战——— 成为淄博
市首批“事改企”试点单位。1996
年，孙建博一班人被组织调派到
林场，接手这负债累累的“烫手
山芋”。

以孙建博为首的林场党委
迅速作出决策，千难万难，相信
党、依靠党就不难。朝着党的方
向前行，让原山林场扭转了困境
局势，并从中谋求出崭新的生存
之道。

在职工的管理模式上，以德
治场、凝心聚力的管理理念是原
山精神的鲜明特色。为将不同编

制和身份的职工紧紧凝聚在一
起，汇聚起干事创业硬核力量，
林场党委提出了“一家人一起吃
苦，一起干活，一起过日子，一起
奔小康，一起为国家作贡献”的
一家人理念，采取“能者上、庸者
下、平者让”的科学管理机制，使
一大批业务精、能力强、敢担当
的职工走上了领导岗位。

改革奋进、乘势而上的新模
式成为原山林场发展的样板。

2016年7月，在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山东省委组织部、淄博
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原山
林场打造了山东原山艰苦创业
教育基地，国家卫生健康委、山
东省委党校、山东农业大学等75
家单位也先后在这里建立教学
实践基地或党性教育基地。

而原山也先后获得“全国旅
游先进集体”、全国“关注森林20
年突出贡献单位”、“保护母亲河
优秀组织奖”、全国“保护森林和
野生植物资源先进集体”等荣誉
称号。全国绿化委、国家林业局、
中共山东省林业厅党组、中共淄
博市委、淄博市人民政府等先后
印发文件，组织开展向原山林场
学习活动。

“原山人将继续保持艰苦创
业精神，用新思想引航新时代，用
新理念开启新征程，着力建设智
慧林场，给林场插上科技的翅膀，
当好保生态、保民生、发展绿色产
业的排头兵，通过改革、创新、实
干实现高质量发展。”原山林场党
委书记、场长高玉红表示。

记者 吴昱
通讯员 曹钢 高志哲

上世纪80年代，原山林场成
为淄博首批“事改企”试点单位，那
些昔日的种树人不等不靠，
走出林场，在市场中求生存、
求发展。这个过程中，原山林
场也新增了许多副业项目，
但后期由于经营不善、观
念滞后等原因，所经营的
这些项目大多被市场淘
汰。到1996年，当时的原山
林场负债累累，126家债主轮
番上门讨债，职工13个月发
不出工资。

危难时刻，孙建博被
任命为原山林场场长。当
时，孙建博是原山林场下
属企业陶瓷批发公司的经
理，当时的陶瓷批发公司，
业务已经遍及全国各地。

曾经有人问过孙建博
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名
残疾人，当时已经将所经
营的陶瓷批发公司做到了
买全国卖全国的规模，为
什么还要放弃自己先富起
来的优越条件，敢于接下
林场这个烂摊子？”

孙建博说：“这不是敢
不敢的问题。我是一名残
疾人，更是一名党员，是党
员就要坚决服从组织的安
排，再大的困难也要咬牙
坚持。”听党指挥、敢于担
当是共产党员的基本要
求，也是永远流淌在原山
人血液中的优秀基因。

就是这种坚定的信
念，让孙建博和原山的党
员干部们顶着巨大的压
力，走出困境、获得发展。
经过孙建博一班人的共同
协商，原山林场关停了下
属的亏损企业，这样一来，就直接
堵住了林场的漏洞。随后，在孙建
博的带领下，原山林场又相继筹
措资金建起了原山酒厂、原山刀
具厂、原山食品厂、长青林山庄、
原山养殖场和苗木基地等有市场
前景的新企业。

仅两年多的时间，孙建博就
带领原山林场重获新生，为职工
补发了工资，退还了集资，补缴了
养老保险，还报销了医药费用。随
着幸福指数越来越高，职工的干

劲也越来越足。
党的十八大以来，原山林场紧

紧依托“绿色生态”和“艰苦创业”
两块金字招牌，突出“红+绿”融合
发展模式，在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的

基础上，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园林绿化、森林康养等产业，
坚定不移地走出了一条林场
保生态、原山集团创效益、原
山国家森林公园创品牌的新
路子，实现了生态保护和民
生改善的有机融合。在全国
4297家国有林场中率先实现
了山绿、场活、业兴、人富、林
强的目标。

不仅如此，原山林场
的森林活立木蓄积量由
1996年的8万立方米增长到
2021年的22 . 1万立方米，森
林覆盖率达94 . 4%，林场森
林生态系统每年吸收二氧
化碳 1万余吨，释放氧气
6000余吨，成为首批中国最
美森林氧吧、全国自然教
育学校、中国森林康养林
场、全国林业英雄林教育
基地，被当地市民亲切地
称作“淄博的肺”。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不
断深化改革。”这是孙建博一
班人所一直坚信的一个信
条。而正是在这个信条的指
引下，原山林场才发展成为
全国的学习典范。

2018年1月，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全国绿化委员会、
国家林业局联合发文，授予
孙建博“林业英雄”称号。由
此，孙建博也成为继马永顺、
余锦柱之后的第三位全国

“林业英雄”。随后，中宣部启
动“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大型主题集中采访活动，原
山林场被确定为山东省唯一
一个宣传典型。
现在，孙建博虽然已经是一

名退休干部，但他却从未离开自
己工作的地方，而是来到山东原
山艰苦创业教育基地，每天都给
参观学习的游客讲述原山艰苦奋
斗、保护生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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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国“林业英雄”孙建博（左二）为代表的三代人65年的坚守才有了今天的原山。

2022年4月20日，山
东省委书记李干杰到
淄博市原山林场调研，
并专程看望了“林业英
雄”孙建博。李干杰强
调，原山林场是艰苦创
业、改革创新的先进典
范，要继承发扬好这一
优良传统。

原山林场建场这
六十多年来，原山人一
直深入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
断，成为全国林草战线
的一面旗帜和全国国
有林场改革的现实样
板，成为名副其实的

“英雄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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