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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丹阳阳街街道道召召开开
基基层层党党建建““红红色色品品牌牌””创创建建工工作作推推进进会会

本报讯 (通讯员 马学
民) 为进一步加大八大“红
色品牌”创建工作推进力度，
树立丹阳街道各领域“红色
品牌”标杆典型，7月19日，菏
泽市开发区丹阳街道召开基
层党建八大“红色品牌”创建
工作推进会。

会上，丹阳街道党工委委
员晁莉传达了《菏泽市基层党
建八大“红色品牌”创建工作
示范点评价办法(试行)》。党群
委主任孙腾、中心商圈党群服
务中心副书记，网格办主任王
凤分别对“头雁工程”“红色物
业”“红心向党”以及“红色堡
垒”品牌示范点创建的内容和
标准进行了解读。

会议要求各基层党组
织要在全面铺开、全覆盖、
无空白、无死角的基础上，
严格按照市“红色品牌”评
价标准，稳步推进新的示范
点建设，决不能漏项、缺项
或杜撰；要突出自己的特
色，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对

照标准，以“红色品牌”与业
务工作紧密融合为突破点，
对标提升，大胆创新，勇于
实践，闯出一条符合自身实
际的新路子；“红色品牌”创
建目的在于推动工作、促进
发展，“红色品牌”创建一定
要与实践相结合，与业务相
融合，与生产经营相融合，
防止出现“两张皮”现象；要
抓出亮点，每个领域要打造
2—3个亮点党建项目。

另外，与会人员就如何
打造基层党建八大“红色品
牌”创建工作示范点进行集
中讨论，提出了今后“红色
品牌”创建工作的目标；突
出问题导向，对目前各领域

“红色品牌”创建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了分
析，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
法；同时又纷纷建言献策，
为当前打造基层党建八大

“红色品牌”创建工作示范
点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
议。

本报菏泽7月22日讯(记者
李德领) 7月19日，2019“小

荷学堂”—暑期留守儿童关爱
项目正式启动，今年，全市共建
设“小荷学堂”142处，面向省内
外20余所高校招募大学生志愿
者1400多名。会上，还开展了志
愿者专题培训，邀请山东省大
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指
导教师、菏泽学院讲师宋利翱
就社会实践活动准备工作、注
意事项、安全保障等进行了详
细讲解。

仪式上，与会人员共同观
看了“小荷学堂”宣传片。大学
生志愿者代表、留守儿童代表
分别发言，讲述了项目开展过
程中的感受和体会。与会领导
为“小荷学堂”志愿服务队代表
现场授旗。

菏泽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李春英对“小荷学堂”项目给
予充分肯定，对全体志愿者、留
守儿童和参与项目运行的各级
各部门提出明确的要求和希
望，希望青年志愿者们保持昂

扬斗志，在实践中砥砺成才。充
分发扬敢于吃苦、乐于奉献的
精神，以自己的爱心、细心、耐
心为孩子们上好每一节课，让

“留守儿童”的父母在远方工作
放心，让“留守儿童”在家乡学
习安心、生活舒心；希望受助的
孩子们奋发学习，在关爱中成
长成才。以乐观的心态、辛勤的
付出和脚踏实地的努力，成长
为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栋
梁之才；希望各级各部门密切
协作，扎实推进项目运行。勠力

同心、协作配合，在全社会营造
关心关爱留守儿童的浓厚氛
围。

“小荷学堂”是由菏泽市委
组织部、共青团菏泽市委、市教
育局、市民政局、市体育局、莱
商银行菏泽分行联合发起的以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为重点的志
愿服务项目。依托农村社区、小
学现有办公场所，由各级共青
团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利用暑
假期间为孩子们提供亲情陪
伴、学业辅导、自护教育、素质

拓展等志愿服务。今年，全市共
建设“小荷学堂”142处，面向省
内外20余所高校招募大学生志
愿者1400多名。

下一步，团市委等各有关
部门将认真总结经验，全力做
好各项保障，进一步建好用好
服务阵地，发展壮大服务队
伍，丰富关爱服务内容，努力
把“小荷学堂”项目做大做强、
做实做细，全力推动全市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再上
新台阶。

11440000多多名名志志愿愿者者陪陪留留守守儿儿童童过过暑暑假假
2019“小荷学堂”—暑期留守儿童关爱项目正式启动

坐标：
成武县杨楼小学

为了提高孩子的审美能
力，开发智力，拓展思维，青岛
理工大学蒲公英支教团-逐光
队在成武县杨楼小学开展美术
课，课前，志愿者们给每人随机
发放了一片上午收集的叶子。
课上，孩子们小心翼翼地触摸
叶子，仔细观察叶子的形状，叶
脉，积极投入到作画的过程中。
通过让孩子们观察欣赏叶子，
使学生初步了解叶子的基本结
构，感受叶子色彩、纹理的不同
美感，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热
爱生活的情感，以及细致观察、
耐心作画的能力。课后，志愿者
们每班筛选出三份优秀作品，
给他们发放精心准备的奖品，
并合影留念。

(作者：初岩 张睿)

坐标：
巨野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为了让孩子们在乐中学，
在学中做，齐鲁师范学院“曦泉
筑梦”服务队将课堂搬到了户
外，并且借助游戏的形式，让孩
子们在游戏中体验课堂的乐
趣。志愿者与孩子们手拉手，一
起结伴走出教室。本堂游戏课

主要是集体协作来完成的抱团
游戏，一名志愿者当裁判，负责
报数，剩余志愿者分为两队，一
队参与游戏中去，另一队则是
守护在孩子的身旁。团队协作
是游戏的主要核心，通过大家
的相互默契配合，团结互助，才
能发挥团队的最大力量。

(作者：于晓琛)

坐标：
曹县徐集小学

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
学院支教团队到达曹县徐集小
学后，支教团队因材施教，将自
己精心准备的课程毫无保留地
教给学生，2016级播音与主持
艺术专业的李彬带领四、五年
级的女孩子走进舞蹈的世界，
李彬先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舞蹈
的起源、种类等常识，后带领孩
子们学习了舞蹈的热身动作。
一堂课过后，师生都酣畅淋漓，
在舞蹈魅力的点缀下，每个人
都更生光彩。汗水播撒在这片
土地，梦想的种子已悄悄埋藏，
未来希望可以收获到成熟果
实。 (作者：陈则秀)

坐标：
牡丹区安兴镇中学

曲阜师范大学“爱心助航，

青春烛梦”支教团在牡丹区安
兴镇中学支教生活渐入佳境，
今天我们上了趣味数学、趣味
英语与解放天性三门课。趣味
数学课许老师带领同学们体会
了数学中别样的乐趣；趣味英
语课谢老师与张老师带领同学
们唱了英语歌，讲了英语语法；
解放天性课李老师与黄老师带
领孩子们做了许多小游戏，如
击鼓传花、你画我猜、一反常态
等这些游戏给孩子们带去了无
限欢乐。

(作者：黄明贺)

坐标：
定陶区杨店小学

山东中医药大学七彩织
梦团在定陶区杨店小学支教
以来，已与当地的学生打成一
片，为了带动孩子们的学习兴
趣，提高孩子们思考问题的积
极性，志愿者展开了奖励制问
答活动，该活动带动起了孩子
们思考问题、主动回答问题的
积极性，并且在文化课程方面
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绩。为拓
展校外和社区少先队工作，团
市委、市少工委还专门了打造

“暑期红领巾驿站”这一特色
活动。

(作者：王云雨 张超)

小小荷荷学学堂堂，，欢欢迎迎志志愿愿者者们们““打打卡卡””

★巨野天马运输有限公司鲁R9M44挂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70234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鄄城八方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编
号：371726NA000004X)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证
号：073046026)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 郓 城 县 张 庄 永 盛 养 猪 场 编 号 为
371725600203986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龙达化工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9日
之前刻制的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丢失，声
明作废。

★唐庙乡田端银内科诊所于2019年7月19日之
前刻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山东诚和资产评估事务所于2019年7月19日
之前刻制的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丢失，声
明作废。

★ 菏 泽 凯 晟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编 号 为
3717250041751的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菏泽富地源置业有限公司网络防伪印章印模
丢失，现登报声明作废。

★山东康恒体育设施有限公司给深圳市汇健医
疗工程有限公司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3700174160，发票号码：01774320，开票日期：2019年
7月1日，金额：28839元)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崔银堂，位于东明城区解放路北段西侧工会
家属楼1号楼01001的房权证(证号： 2004005385)
丢失，声明作废。

★林森，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371702MA3F6FRQ4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苏鲁军，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 2 3 7 1 7 2 6 M A 3 M H B T K 3 7 ，注 册 号 ：
371726600415609)正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刘璐，将位于牡丹万象城A区3号楼04004的收
据(金额，十万元，收据号：1802729)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成人高考、电大、网络教育、专科本科正在报名，
100%录取，100%毕业，联系人：韩老师，联系电话：
15376118383。

遗 失 声 明

暑假已经开始，由共青团菏泽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教育局、市
民政局、市体育局等单位发起的，以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为重点的志愿服
务项目—小荷学堂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来自全省1400余名志愿者为
农村留守儿童带来安全守护、亲情陪伴、兴趣拓展、自护教育、文明礼仪
等课程，为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假期。

为更好地展示他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本报开辟
“小荷学堂”专栏，重点刊登志愿者们在支教过程中的所感、所见、所思。
之后，本报将陆续择优刊登志愿者们的稿件。投稿方式：下载齐鲁壹点，
通过情报站@李德领即可，我们会在后台进行整理，择优刊发。

本报讯(通讯员 程鹏)
针对辖区夏季偷窃多发区

域和犯罪作案特点、规律，巨
野县公安局田桥派出所绘制
了辖区打击偷窃犯罪平面
图、高发案件分布图，印制了
偷窃案件登记表等基础工作
台帐，从“构筑反盗阵地”、

“抓现行铲毒瘤”和“切断销
赃渠道”三个方面入手，推出

了抓现行、保民安的群打群
防方法。

据悉，田桥镇朱烟墩村两
委在派出所的指导下，健全了
各种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成
立了打更巡逻队，每天夜间坚
持巡逻，村委会等重点部位和
部分居民家中安装了防盗门，
不少居民家中安装了红外线
报警器和电子狗等。

巨野县公安局田桥派出所：

全全面面提提升升打打防防管管控控能能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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