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明农商行大屯支行

以以样样板板村村为为重重点点拓拓展展信信贷贷业业务务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昆
峰) 东明农商银行大屯支
行抓住辖区内板材加工厂比
较集中的优势，大力营销宣
传信贷产品，取得良好效果。

截止目前，贷款户数增
长179户，贷款余额增长1380
万元。该支行辖内评选通过
省级样板村一处，他们以此
为起点，先后又在辖内选出
了4个样板村，通过集中宣

传，按照整村授信的模式，广
发宣传单，送金融知识下乡
等方式，营销宣传各项信贷
产品。在集中授信前期工作
中，该支行利用村委人熟地
熟的优势，由村干部在村内
选拔推荐头脑活跃、踏实肯
干的创业者进行前期授信，
手把手教他们下载使用手机
银行，体验手机放贷、手机还
贷的快捷、便利。

本报菏泽9月9日讯 (记者
周千清) “群里说领礼品，

真不错。”8月31日至9月8日，
菏泽南平花园小区在广泛征
求业主代表意见的基础上，
在公共收入中拿出近8万元
购置面粉和大豆油，以实物
礼 品 的 形 式 发 放 给 全 体 业
主，该小区对公共收益支配
的有益探索赢得了业主们的
一致好评。

“南平花园业主，快到广场
领礼品！”8月31日，菏泽南平花
园小区业主交流群里不断出现
的公告信息，让业主群热闹起
来，马上就是中秋节，小区竟然
发了礼品，让大家十分高兴。原
来，这是牡丹区南城街道程堤
口社区花园党支部、南平花园

小区业主委员会对公共收益支
配的有益探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了解到，这次活动是主办方在
广泛征求业主代表意见的基础
上，最终决定在公共收入中拿
出近8万元购置面粉和大豆油，
以实物礼品的形式发放给全体
业主。

活动确定后，相关负责人
在南平花园小区文化广场上专
门设立了“2019南平花园公共
收入实物领取处”，在8月31日
至9月8日连续9天的时间里，每
天上午8点至12点为业主发放
礼品。据悉，该小区共有896户
业主，每户业主凭房产证和身
份证可领取一袋面粉和一桶大
豆油。这种以礼品形式回馈业

主的做法，在南平花园小区还
是第一次，深受广大业主们的
好评。

“这是用我们小区的公共
收益为业主发放的礼品。”南平
花园业委会主任樊立新告诉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小区公
共收益主要来源于各类广告、
快递柜、售水机等场地使用费，
以及一些公共用房的出租费
用。“除了用在必须维修的公共
设施方面的费用，近一半的公
共收入都用来给业主发放礼
品。”他说。

樊立新说，小区公共收益，
本该归全体业主，除了必要的
管理费用，这样做是将本该属
于业主的，以实物的形式返还
给业主。

菏菏泽泽一一小小区区全全体体业业主主喜喜迎迎中中秋秋礼礼
南平花园小区对公共收益支配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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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371702MA3DFU7F54)正本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土产果品公司于2019年9月9日
之前刻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经济开发区大樊庄村民委员会
编号为3717250027077的法人章丢失，声明作
废。

★菏泽市牡丹区谦震话费代收门市的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371702MA3HQ7ME3U)不慎丢失，现声明
挂失作废。

★本人石珰不慎遗失菏泽康瑞置业有限
公司天燃气安装费收据，收据编号3607606，
收据内容4008-2-1602，代收天燃气安装费
收据金额2300元，并盖有公司公章，现声明作
废。

★徐梓悦(母亲：徐春梅)，女，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编号：O370508373，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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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菏泽9月9日讯 (记
者 周千清) 为促进高校
毕业生就业、推进就业民生
工程，近期菏泽将举办两次
招聘会，举办时间分别为9月
10日(周二)上午8：30-12：00、9
月17日(周二)上午8：30-12：
00，举办地点为菏泽市人力
资源市场。

据悉，为促进高校毕业
生就业，帮助优秀毕业生找
到能够施展才华的舞台，帮
助有实力的企业找到优秀人
才，结合菏泽市相关人社部
门发布条例，菏泽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定于9月10
日在菏泽市人力资源市场举
办“2019年菏泽市秋季高校
毕业生招聘会”。

“2019年菏泽市秋季高
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由菏

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菏泽开发区劳动人事局
主办，菏泽市人力资源市场
承办。招聘会时间为2019年9
月10日(周二)上午8：30-12：
00，活动地点在菏泽市人力
资源市场。

同时，菏泽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定于9月17日
在菏泽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

“2019年秋季民营企业招聘
周-暨金秋招聘月专场招聘
会”，届时将会吸引市内众多
民营企业、技术工人、大学毕
业生参会。

“2019年秋季民营企业
招聘周-暨金秋招聘月专场
招聘会”时间为2019年9月17
日(周二)上午8：30-12：00，举
办地点为菏泽市人力资源市
场。

本本月月菏菏泽泽将将举举办办两两场场招招聘聘会会

现场等待领礼品的市民。

本报菏泽9月9日讯 (记者
周千清) 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从菏泽城际公交了解
到，因220国道桥梁提升改造，
影响城际公交曹县线路班车
正常通行，即今日起，曹县931
路公交车临时绕行至261省道。

绕行路线为菏泽城际公
交(原西客站)-长江路成阳路
口-长江路牡丹路口-万达广
场-长江路人民路南口-恒盛
大市场(菏泽一中)后往南外环
方向到达261省道，直达曹县汽

车北站。
临时取消站点为庄庄桥

(南外环车管所)-广州路朱集-
张庄寨-广州路张坑-定陶老
汽车站-南王店-青岗集路口-
圆梦新村-钟口。

绕行后菏泽城际公交曹
县(931路)途经站点为：菏泽城
际公交(原西客站)、长江路成
阳路口、长江路牡丹路口、万
达广场、长江路人民路南口、
恒盛大市场(菏泽一中)、曹县
北站。

修路期间，城际公交曹县
931路公交车临时取消的站点
将不再停靠，敬请谅解，此次
修路工期较短，城际公交会实
时关注道路施工进度，如达到
运行条件，会及时恢复原线路
行驶，请广大市民提前做好出
行准备，以免耽误行程。市民
有任何疑问可拨打菏泽城际
公 交 服 务 热 线 ：0 5 3 0 —
5858369，或关注菏泽城际公交
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

6600名名学学生生志志愿愿者者

备备战战林林交交会会服服务务

本报菏泽9月9日讯(记者
李德领) 9日，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从共青团菏泽
市委获悉，根据第十六届中国
林交会组委会分工安排，共青
团菏泽市委及时与齐鲁工业
大学菏泽校区进行对接，对志
愿者进行了选拔，最终确定了
60名志愿者名单。林交会期
间，志愿者们将开展联络咨
询、会场服务、宣传讲解、礼仪
接待等志愿服务工作。

据介绍，第十六届中国
林交会动员会召开后，共青
团菏泽市委与林交会组委
会、驻菏高校、会展中心等单
位积极沟通对接，拟定了志
愿服务所需人数、岗位设置、
岗位职责等，列出了培训计
划和需求清单，全面启动志
愿者招募选拨工作。

工作方案确定后，共青
团菏泽市委及时与齐鲁工业
大学菏泽校区进行沟通对
接，采取发动学生报名、学校
团委初审、共青团菏泽市委
终审的形式进行招募。通知
下发后，学生们积极参与、踊
跃报名。共青团菏泽市委联
合学校团委组织人员对志愿
者进行了选拔，从语言表达
能力、应变能力、形象气质等
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最终确
定了60名志愿者名单。

据介绍，为把本届林交
会志愿服务做得更好，还将
邀请林交会组委会专家、专
业礼仪教师、医护人员等为
志愿者开展基础礼仪知识、
急救医护知识等各项培训，
并组织志愿者到新展馆实地
演练。

注注意意，，菏菏泽泽城城际际公公交交曹曹县县993311路路临临时时绕绕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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