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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牡丹丹区区审审计计局局：：

多多措措并并举举促促进进工工作作创创一一流流

本报讯 (通讯员 段迎
春) 牡丹区审计局新一届
党组成立以来，围绕服务区
委、区政府中心工作，行动迅
速，高点定位，明确提出了

“履职尽责、争创一流”的工
作目标。在此基础上，多措并
举，狠抓落实，努力推动审计
工作上台阶上水平，取得了
一定成效。

抓学习、促党建、强素
质。该局以机关党建为引领，
研究制定了全年工作重点及
学习计划，充分利用“三会一
课”、“两学一做”常态化教
育、周四政治理论学习以及
灯塔在线、学习强国平台等，
着力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增
强党性修养，努力把审计机
关打造成政治机关、学习机

关。
抓制度、重考核、转作

风。修订出台了《机关考勤制
度》、《廉政制度》等10项规章
制度，组织开展了“遵规守
纪、担当作为”主旨演讲，党
组成员带头，逐人表态发言，
树牢纪律规矩意识，强化底
线思维，激发昂扬斗志，激励
担当作为。

抓团结、促协作、铸铁
军。开展“比学习、比业务、
比实绩、比团结、比奉献”

“五比”活动，动员全体党员
干部团结一心，拧成一股
绳，相互支持，相互维护，朝
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奋
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素质
过硬、团结协作、能打胜仗的
审计铁军。

本报菏泽9月22日讯(记者
潘涛) 22日，由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林产品交
易会在菏泽中国林展馆闭幕。
经统计，本届林交会现场签订
销售合同及协议1536个，总金
额达25 . 5亿人民币，现场交易
额达2 . 1亿元人民币。

本届林交会以“绿色梦想，
全新启航”为主题，共分为五个
展区，集中展示来自全国各地
的生态林产品，包括菏泽市的
智能制造、智能家居、木草柳制
品、生态板材、牡丹产品等生
态、特色、创意林产品等。

会展期间，全国20多个省
市区的23名厅级以上领导出
席了开幕式，并参观林交会。
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泰国等
海外友好人士也来参会交流。
本届林交会规模进一步扩大，
档次进一步提升，内容更加丰
富，对产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
著。据统计，本届林交会参展
参会人员达22 . 1万人次，其中
专业人士18860人次，参展企
业1867家。现场签订销售合同
及协议1536个，总金额达25 . 5

亿元，现场交易额达2 . 1亿元，
本届林交会共评出获奖产品
469个，其中金奖349个、银奖
120个。

“本届林交会呈现出新的
特点和亮点，一是采取多层次、
多渠道邀请采购商，除自发参
展参会的以外，还邀请了6178
名专业采购商；二是大连光明
集团等一批全国知名品牌亮相
林交会，参展产品质量和档次
较往年明显提高；三是设五大
专业分馆，突出专业化展示，定
位于打造国内最大的木材加工
全产业链展会，专业参展商和

采购商由福瑞德公司负责邀
请，开启了市场化运作的新篇
章。”菏泽市常务副市长王磊在
闭幕仪式上说。

本届林交会充分展示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林业新技术、新
产品、新成果，进一步推进了林
业实现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
兴产业提升规模、跨界融合提
升潜能、品牌高端提升价值。参
展商和采购商在对接合作中实
现了“共赢”，极大地提高了林
交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
了我国林业产业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

总金额达25 . 5亿人民币，现场交易额达2 . 1亿元人民币

第第十十六六届届中中国国林林交交会会圆圆满满闭闭幕幕

一期提前115天交房，业主
0投诉，满意度达到95%以上。
近日，郓城金河1号一期22#-
30#业主喜迎提前交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带你
走进1号人居

年轻帅气的形象岗，花园
式的景观设计，人车分流布局，
金河1号给人的第一眼就气度
不凡。走进地下车库，环氧地坪
漆铺设，洁如明镜的车库地面，
只有在一些大型商场才能看
到。各种功能区都用不同的颜
色来区分，采光井、照明系统设
计等都给人一种恰到好处的感
觉，处处体现了建设者的用心。

来到地上，精心规划的人车
分流布局，使得小区地面没有车
辆往来，非机动车也全部停至地
下，小孩嬉戏，老人锻炼，安全放
心的同时也阻隔了噪音、尾气、
灯光的污染。人车分流的设计，
给了小区景观设计充分的想象

空间。敞阔的楼距，喷泉及凉亭
组成的景观中轴气势恢宏，藤
椅，儿童玩乐设施分布两侧，景
观小品别具一格，每栋楼前至少
有一个广场，整个小区就如同一
个偌大的公园。

单元门口，人脸识别门禁
系统，高大上，智能，有范，瞬间
有了一种归家的感觉。样板间
里，户型设计科学，功能分区合
理，装修设计考究。金河1号副
总经理周彩霞告诉笔者，很多
客户看了样板房都说金河1号
的户型好，新房就要按照样板
房的风格来装修。

在金河1号，笔者看到，小
区实行科学严格的门岗管理，
业主凭卡进出，装修工人凭出
入证进入施工，保证小区安全、
规范装修管理。保洁员每天都
要打扫电梯门厅、楼道和公共
空间，及时清理装修垃圾和建
筑垃圾。

金杯银杯，不如业主的口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随机采访了几个业主，“非常满
意，小区交付标准超出了我预
期。像小区的景观、地下车库、
可视对讲等都给人高大上的感
觉。主要是孩子也非常喜欢，在
小区里喷泉，花园疯跑了好一
阵，又在滑梯那玩了好半天了，
催几遍都不走”，业主张女士告
诉笔者。“对小区比较满意，没
想到能提前三个月交房，我现
在开始装修了，用得都是环保
材料，到时简单晾晾，今年说不
定还能在新家过年呢”，业主老
李显然很开心。

另据介绍，金河1号二期合
同约定明年年底交房，目前项
目正加班加点，日夜赶工，争取
今年春节前达到交房条件，让
业主早日圆梦理想人居。

(文/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郭继波)

郓郓城城金金河河11号号————打打造造郓郓金金河河畔畔11号号人人居居臻臻品品

9月19日，中北新都心·
新界招商发布暨主力店签约
仪式举行。

中北置业作为山东地产
界领军企业、齐鲁人专属的
品质生活制造商，深耕菏泽，
尊重地缘文化与历史文脉，
于菏泽主城之上，打造创新
开放式全景街区——— 新界，
再现菏泽千年繁华景象。

新都心·新界引入前沿
潮流元素，汇聚时尚零售、品
质餐饮、娱乐休闲、家庭亲
子、文化生活、品质生活等6
大业态，将打造菏泽未来24
小时不打烊的潮流购物休闲
圣地以及城市级标杆情景式
体验中心。新都心·新界总建
筑面积10 . 4万㎡，物业包括
商业、5A级写字楼、酒店式
公寓，其中商业建筑面积
43357 . 97㎡，办公面积60576 . 3

㎡，停车位1776个。中北新都
心·新界将给消费者带来全
新消费体验，革新菏泽商业
版图，用实力重新定义菏泽
新商业。

新界招商发布会现场，
麦 当 劳 、金 吉 鸟 、M E &
CITY、金逸影院、全季酒店、
MJstyle、呷哺呷哺、奇乐儿、
华为、奥莱运动城、太平鸟、
周大生的品牌代表纷纷登
台，进行进驻签约仪式。

最后，与会领导及嘉宾
一起登台进行项目启动仪
式，引发会场高潮，宣告了中
北新都心·新界项目正式进
入全面招商阶段，也预示着
中北新都心·新界即将正式
起航，全场气氛达到高潮。在
所有嘉宾的祝福与期待中，
中北新都心·新界招商发布
会圆满成功。 （立平）

中中北北新新都都心心··新新界界隆隆重重举举行行

招招商商发发布布暨暨主主力力店店签签约约仪仪式式

遗失声明

山 东 麟 城 运 输 有 限 公 司 鲁
R N 9 9 5 9 营 运 证 ( 营 运 证 号 ：
37172471044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我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生产的规格为518ml的艾清源天然饮用

水，经曹县市场管理局抽检被判为不合格。为了消费者的健康，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我公司决定召回该批次的产

品，召回等级二级。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请经销商配合

我公司展开召回工作，请购买该批次产品的消费者停止饮用，并在购

买门店办理退货手续，同时可凭购物凭证向我公司或经销商要求赔

偿损失，为此给消费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特此公告！

召回负责人：张先生，联系电话：18816027988
菏泽兴阳饮品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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