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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省住建厅专家为菏泽市节水型城市创建把脉问诊

把“节水优先”的理念融入具体工作中
本报菏泽6月8日讯 (记者

周千清) 6月5日，省住建厅调研
组督导菏泽市节水型城市创建工
作座谈会召开，对菏泽创建国家
节水型城市工作进行技术调研
并召开反馈会。会上确定，今年
菏泽市将启动国家节水型城市
创建工作，将按照“节水优先”的
治水理念，完善各项节水工作制
度，强化节水管理措施，促进民生

质量改善。
座谈会上，调研组对菏泽市

节水信息化管理、蓝线管理、工业
用水重复利用等多方面节水工作
提出意见、建议，并对下一步做好
节水型城市创建工作提出要求。

针对调研组反馈的节水工作
中的短板和弱项，菏泽市将进一
步提高认识，聚焦问题立行立改，
加强协作、整体推进，切实做好国

家节水型城市创建工作。
据了解，节水型城市，是指具

备城市节水机构依法履责、建立
城市节水统计制度、财政投入制
度等特点的城市，该名单每两年
发布一次，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组织专家按
照《国家节水型城市考核标准》对
申报城市的节水工作情况综合评
审。全面建设节水型城市工作涉

及多个方面，要推动节流、开源和
循环循序利用并举，提升城市用
水效率和节水水平；以城镇供水、
排水与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改
造、建设为核心，抓城市供水管网
漏损控制、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建
筑节水、雨水收集利用等，发挥城
市节水综合效益。

为推进节水型城市创建，菏
泽市印发了《菏泽市国家节水型

城市达标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将
对照考评标准一条一条梳理，在
节水法规建设、节水资金投入、省
级节水载体创建、再生水利用、节
水市场监管等方面，补齐节水工
作短板，同时把“节水优先”的治
水理念融入具体工作中，完善各
项节水工作制度，强化节水管理
措施，促进民生质量改善，确保创
建达标成功。

菏泽城际公交曹县线路(932)
中华路人民路南口站点取消

本报菏泽6月8日讯 (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李翠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

菏泽城际公交了解到，为方便
市民乘车出行，自2020年6月8
日起，菏泽城际公交对曹县线
路(932)进行变更调整，取消中
华路人民路南口站点，增设金
鼎凤凰城(火车站)。

菏泽城际公交至曹县汽车
北站(932)途经站点为菏泽城际
公交(始)--市财局(牡丹区公安
局)--电视台(中级人民法院)--
市政府--银座商城--金鼎凤
凰城(火车站)--长江路人民路

南口--亿丰时代广场(一中新
校区)--恒盛大市场--佃户屯-
-万福新城(万福实验学校)--
仿山--山大附中--定陶老汽
车站--南王店--青岗集路口-
-永明集团--圆梦新村--钟口
--曹县汽车北站(终)。

菏泽城际公交至曹县汽车
北站(932)线路的站点变更自
2020年6月8日(周一)启用，出行
市民做好出行准备，如有任何
疑问可拨打菏泽城际公交服务
热线：0530-5858369，或关注菏
泽城际公交微信公众号进行留
言。

牡丹区教育系统
举行党务干部培训班

本报菏泽6月8日讯 (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李坤) 6月5
日，牡丹区教育系统举行党务干
部培训班，对全区教育系统“灯
塔——— 党建在线”管理员进行业
务能力提升培训。各镇街中心校
中学分管党建的负责人，局机关
及直属各部门党支部、全区中小
学各支部“灯塔——— 党建在线”应
用系统管理员共计230余人参加
了培训。

培训班上，菏泽市“红心向
党”红色品牌示范点长城学校党
支部分享了灯塔平台管理应用经
验；牡丹区教体局党建办公室负
责同志就灯塔平台操作系统进行
了业务培训，对基层党组织建设
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牡丹区教体局副局长侯东法
在讲话中要求，各支部要认真做好
灯塔系统维护工作，以这次培训为

契机，做好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
设，以“践行教育初心，实施党组织
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为载
体，持续推动“红心向党”品牌创建

工作，进一步理顺党组织关系，努
力推动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化、规
范化，把全区教育系统党建工作提
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巨野前王庄古村
入选全国旅游重点村

本报巨野6月8日讯 (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满常学)
日前，巨野县核桃园镇前王

庄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这是该村继国家级
传统古村落和国家级历史文化
名村后又一次获得国家级殊
荣。

前王庄村始建于1398年,现
存房屋127幢，且大部分保存完

好，古建筑全部由石头砌成，青
石砌墙，灰瓦覆顶，历经数百年
时光雕琢，古村落中老宅院仍
然保持着原有的建筑格局，做
工考究，功能完善，被称为“石
头寨”。

前王庄村古建筑群落填补
了鲁西南石头寨建筑史的空
白，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科
研价值。

菏泽市7人入围
第99期山东好人每周之星评选

近日，第99期山东好人每周
之星候选人评选活动结果出炉，
菏泽市7人入围。

菏泽入围的7人分别是雨雪
天马路上救人的郓城县尚德志愿
者协会会长贺庆伟、黄河里救助
三名落水者的聊城车务段菏泽火
车站助理工程师王利建、为抗疫
捐款献血的单县家政职业学院教

师王振青入围助人为乐之星评
选；在杭州奋不顾身救助落水者
的巨野县小伙刘扬入选见义勇为
之星评选；将培育牡丹当做毕生
事业的菏泽百花园的花农孙文
海、将牡丹摄影作品推向世界的
菏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桑秋华、
不顾疾病缠身坚持奋战在工作一
线的单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员赵

恕洲入围敬业奉献之星评选。
据了解，为推动学雷锋活动常

态化,根据省委办公厅《关于深入
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实施意见》(鲁
办发[2012]6号)精神，经研究决定，
分别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
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个方
面，在全省广泛开展“山东好
人——— 每周之星”推荐评选活动。

本报菏泽6月8日讯(记者
李德领) 近日来，菏泽市气温
高，空气干燥，干旱严重，请抓
住晴好天气，抢收抢打小麦。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菏泽
市气象台获悉，菏泽明天将迎
来降雨，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目
前东部沿海的偏东风增强，受
其影响，菏泽市云量逐渐增多，

预计8日，仍有高温出现，不过
相比前几日，高温酷热有所缓
和。

9日随着冷空气影响，气温
回落，晴热高温天气将暂时结
束，降水天气登场，各县区先后
有雷雨或阵雨，雨量分布不均，
部分县区雨量稍大，天气瞬息
万变，市民要及时关注天气预
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

措施。
据菏泽市气象台预报，9日

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温度
31℃，最低温度22℃，东风转东
北风2～3级。10日白天到夜间，
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3℃，最低
温度22℃，东风转东南风2～3
级。

菏泽将迎来降雨天气
雨量分布不均，但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

遗 失 声 明

★吴永顺，山东轻工业学院成人教育学院毕业证(编号：
986240815)丢失，专业：经济管理，层次：专科，声明挂失。

★菏泽市牡丹区真伍建筑材料租赁站(统一信用代码：
92371702MA3QTXYW2T)的行政章(3717020086358)，财务
专用章 ( 3 7 1 7 0 2 0 0 8 6 3 5 9 )，法人代表人名章：肖书安
(3717020086360)不慎丢失，现声明挂失作废！

★郓城县黄安镇黄南村王建华卫生室于2020年6月8日
之前刻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随官屯镇卫生院于2020年6月8日之前刻制的
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菏泽汇龙湾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编号为3717250018037
的行政公章、编号为3717250018038的财务专用章、编号为
3717250018039的合同专用章、编号为3717250018040的法人
章全部丢失，声明作废。

★ 菏 泽 汇 龙 湾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编 号 为
3717250018013的行政公章、编号为3717250018014的合同专
用章、编号为 3 7 1 7 2 5 0 0 1 8 0 1 5的财务专用章、编号为
3717250018016的法人章全部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东城社区苑冬静卫生室于2020年6月8日之前刻
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菏泽市牡丹区名客佳大鸡排店食品经营许可证(证号：
JY23717020120736)正、副本不慎遗失，法人：刘丽娟，声明作
废。

★巨野鹏博运输有限公司鲁R2G96挂营运证(营运证号：
37172471439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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