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山东东武武术术散散打打冠冠军军赛赛落落幕幕

菏菏泽泽勇勇夺夺1111金金

本报菏泽1 0月1 7日讯
(记者 李德领 ) 1 0月 1 5
日，山东省武术散打冠军赛
在郓城县宋江武术学校圆
满落幕，菏泽宋江武术学
校、曹州武术学校、市体校
三支代表队运动员凭借敢
打敢拼、顽强拼搏的精神，
取得了11金16银18铜的好
成绩，充分展现了菏泽“武
术之乡”的风采。

本次比赛由山东省武
术院主办，菏泽市体育局
承办，共有来自全省十六
地市的 2 0支代表队共 3 3 1

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共分
为甲组、乙组两个组别，并
按重量级总共分为30个组
级

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菏
泽宋江武术学校、曹州武术
学校、市体校三支代表队均
取得优异成绩。其中，曹州武
术学校代表队共获得6金10
银6铜，宋江武校代表队共获
得3金4银11铜，市体校代表
队共获得2金2银1铜。曹州武
校校代表队和宋江武校代表
队共同获得“体育道德风尚
奖”。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周千清

为加强安全生产领域的社
会监督，鼓励举报安全生产重
大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
及时发现并排除重大事故隐
患，制止和惩处非法违法行为，
菏泽市应急局和财政局制定了

《菏泽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
法》(下称《办法》)。《办法》提高
了奖励金额，根据举报事项的
价值、确凿程度和举报人协助
调查情况,对实名举报人给予
500元至50万元不等的奖励。

电话、信函、网络等

多种方式均可举报

《办法》明确，菏泽市行政
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的安
全生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非
法违法行为以及谎报、瞒报生
产安全事故的举报奖励适用此
办法。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办法》对受理主体和受理
范围做出了调整，由原来的安
监部门明确为现在的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受理，并实行“合
法举报、适当奖励、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和“谁受理、谁奖励”
的原则。

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均有权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举报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负有

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开展举报
奖励工作，应当遵循“合法举
报、适当奖励、属地管理、分级
负责”和“谁受理、谁奖励”的原
则。

举报人可以通过安全生产
举报投诉特服电话“12350”，或
者以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网
络、走访等方式举报。鼓励举报
人实名举报,并提供有效通讯
方式。举报应当客观、真实、具
体,举报人对举报事项的真实
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
不得诬告、陷害他人。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收到举报后,要立即
组织核查,并依法进行处理。

奖励金额提高

500元到50万元不等

《办法》提高了奖励金额，
根据举报事项的价值、确凿程
度和举报人协助调查情况,对
实名举报人给予500元至50万
元不等的奖励,奖励标准应当
遵守的规定为举报事项属于一
般事故隐患或者轻微、一般非
法违法行为的 ,奖励500元至
5000元；举报事项属于重大事
故隐患或者较重、严重、特别严
重非法违法行为的,奖励金额
按照行政处罚金额的50%计
算，最低奖励5000元，最高不超
过50万元,行政处罚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
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
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15号)等规定和行政处

罚自由裁量标准执行;一般事
故隐患和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
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奖金领取时间延长

保密制度更严格

《办法》延长了兑奖时限，
奖金的领取时间从原来的自举
报人接到奖励通知后10个工作
日内凭举报人有效证件领取奖
金，延长到60日。逾期未领取，
能够说明理由的，可再延长30
日领取。

同时，《办法》严格举报受
理，举报人对同一安全生产事
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不得
分别向多个部门重复举报,重
复举报不再受理；多人多次举
报同一事项的，给予最先举报
并被接受的实名举报人一次性
奖励；多人联名举报同一事项
的,由受理部门按一次举报予
以奖励,奖金由第一署名人或
者联名人推选的其他署名人领
取并自行分配。

保密制度更加严格，负责举
报接受、核查等事项的工作人
员，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妥善保
管和使用举报材料，不得私自摘
抄、复制、扣压、销毁；不得以任
何方式泄露举报人的姓名、住
址、电话、有关案情及接受奖励
等情况；核实情况时，不得暴露
举报人的身份；对匿名的举报书
信及材料，不得鉴定笔迹。违者
依法承担相应责任。据悉，《办
法》自2019年9月29日起施行，有
效期至2024年9月29日。

菏泽修订发布《菏泽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

奖奖励励金金额额最最高高5500万万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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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野昭鑫运输有限公司鲁R304E挂营运证(营
运证号：37172471521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商业险保单号：PDDB201937170900000685，保
单流水号:19370026452,被保险人：巨野圣弘运输有限
公司，车牌号：鲁RA9780，该车商业险保单原件已丢
失，声明作废。

★商业险保单号：PDDB201937170900000230，保
单流水号:19370018960,被保险人：巨野圣弘运输有限
公司，车牌号：鲁RJ8820，该车商业险保单原件已丢失，
声明作废。

★罗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371702MA3HQQ086J)正本不慎遗失，声明作
废。

★石海波，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371726MA3D2G156F)正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中国共产党巨野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吴堂村支
部委员会支部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昭捷家电销售中心于2019年10月16日
之前刻制的行政公章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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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名称：30000辆废旧机动车拆解回收利
用项目

建设地点：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
建设内容：总投资12302 . 15万元，项目总建筑面

积约9000平方米，主要建设拆解车间、车 辆暂存区
等，形成年30000辆废旧机动车拆解回收利用的加工
能力。

网 盘 提 取 地 址 和 提 取 码 链 接 ：h t t p s : / /

pan.baidu.com/s/1mqyhztC7HjJvqcND7LOqrg
提取码：0z3s

菏泽盈晟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8日

菏泽盈晟再生资源有限公司30000辆废旧机动车拆解回收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近日，菏泽学院宣传部、统战

部、继续教育学院、远程教育学院、

东校区教学部等单位赴菏泽监狱

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活动。

活动中，全体参加人员在监狱负责

人的带领下，参观了服刑人员劳动

区、生活区、教育区等场所，“零距

离”感受了服刑人员的生产、生活

和受教育的状况，并在警示教育大

会上集体观看了菏泽监狱宣传片，

听取了2名职务犯罪服刑人员的真

诚忏悔。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

影报道

警警示示教教育育

本报巨野10月17日讯(记
者 李德领 通讯员 张少
华) “七年前，交通叔叔阿
姨资助我上大学，我真心谢
谢你们的帮助。”近日，一个
女孩来到巨野县交通运输局
门岗，把一个信封交给值班
人员。值班人员立即联系办
公室，打开信封后，大家惊住
了。里边是5000元现金和两
张写有感谢信的明信片，落
款是2012年受资助学生小
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看到明信片上写着：这封
信是感谢各位七年前的无私
资助，很抱歉直到今天我才
有些微能力回报你们。我毕
业3年了，当初靠各位的资助
与助学贷款走进大学，我的
家庭条件不足以支撑我的大
学学费，在我最有自尊心的
年纪里，在我最需要帮助的
时候，你们的出现让我的人
生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让我
不是那么独立无援，谢谢你

们当初伸出的援手。这些钱
是我工作所得，请收下。这些
钱是我工作所得，我的助学
贷款今年就能还清了，这是
我能拿出来的，请收下。再次
抱歉，再次感谢。

原来，7年前，由姥姥抚
养长大的巨野县田庄镇的小
武考入伊春学院，贫困无助
时，巨野县交通运输局伸出
援手，资助她助学金5000元。
明信片的最后，小武写到：

“如果可以的话，我愿像你们
一样，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一
束光。”

巨野县交通运输局办公
室主任秦传义说，经研究，小
武送来的5000元现金，将作
为专款，在2020年第10届资
助困难大学新生活动中，以
其个人名义，资助一名贫困
大学新生。

据了解，巨野县交通运
输局自发捐款，已经连续九
年资助贫困大学新生164名，
每人5000元。

巨巨野野一一学学子子77年年前前受受资资助助
工工作作后后感感恩恩回回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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