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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巨野县公安局党建活动基地隆重揭牌
本报讯(通讯员马丽娜 翟纯

雪) 7月1日上午，巨野县公安局举
行党建活动基地启动仪式。在热烈
的掌声中，菏泽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政治部主任王启合、巨野县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惠彦超、巨野县副县长、
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庞少杰共

同为巨野县公安局党建活动基地揭
牌。

据介绍，巨野县公安局党建
基地分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红旗高扬”示范点创
建、智慧党建等模块，集红色基因
传承、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宣传交

流等多功能于一体，是党组织的
红色教育阵地、党员政治活动中
心和党建文化窗口，也是提高民
警综合素质、提升队伍战斗力的
重要平台。党建活动基地的正式
启用，标志着全县公安党建工作
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菏泽清竹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三十四分店，药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证件号：鲁CB5304257）丢失，特此声明。

★菏泽盛源危险化学品运输有限公司鲁RJ6065，鲁
R 2 3 8 5 挂 ，营 运 证 ( 营 运 证 号 ：3 7 1 7 0 1 7 0 1 0 8 4 、
371701701085)声明注销，特此声明。

★菏泽市开发区博智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行政章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巨野广达运输有限公司鲁R695F挂营运证(营运
证号：37172471600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鲁涛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鲁R2093挂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35708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祥元运输有限公司鲁R2T96挂营运证(营
运证号：37172471333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华润运输有限公司鲁R2N04挂营运证(营
运证号：37172470381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菏泽新征程物流有限公司鲁R9K96挂营运证(营
运证号：371724701055)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菏泽开发区学英副食商行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
JY13717290024811)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黄安镇东贾屯村卫生室于2020年6月30日
之前刻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侯宪忠口腔门诊部于2020年6月30日之前刻
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唐庙乡张庄村郑瑞磊卫生室于2020年7月1
日之前刻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唐塔街道办事处乐园社区梁敏卫生室于
2020年6月30日之前刻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侯文东口腔门诊部于2020年6月30日之前刻
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张美霞妇科诊所于2020年6月30日之前刻制
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黄安镇于楼村卫生室于2020年6月30日之

前刻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水堡乡顺河楼村丁玉红卫生室于2020年6

月29日之前刻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水堡乡水堡村侯留尊卫生室于2020年6月29

日之前刻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水堡乡马楼村马圣明卫生室于2020年6月29

日之前刻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水堡乡刘集村张怀重卫生室于2020年6月29

日之前刻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水堡乡孔河涯村曾凡群卫生室于2020年6月

29日之前刻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鲁涛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鲁R8D80挂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355410)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鲁涛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鲁R2H89挂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357545)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鲁涛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鲁R9H25挂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70466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不忘初心显党性
传承精神庆“七一”

牡丹区审计局开展庆“七一”系列活动

本报菏泽7月2日讯(记
者 李德领 通讯员 段
迎春 毕瑾萍) 为了迎接

“七一”建党节，牡丹区审计
局组织全体机关党员开展

“七一”系列活动，以实际行
动向党的生日献礼。

6月30日上午，牡丹区
审计局举办“迎七一·助脱
贫”机关党员交纳特殊党费
仪式。全体机关党员在活动
现场齐唱国歌，重温入党誓
词，区审计局党组书记桑
蕊作动员讲话，要求全体
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在脱贫攻坚
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接受党
性锤炼，为脱贫攻坚助力，
以实际行动向党的99华诞

献礼。
七一当天，牡丹区审计

局党组一班人就带领包村
干部来到所包李村镇朱庄、
梨园等6个行政村，与两委
班子一起研究脱贫攻坚收
官工作进展情况，共商解决
困难和问题的办法，确保全
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确保
脱贫攻坚顺利通过验收。

随后，党组成员带领包
村党员深入帮扶贫困户户
家中走访慰问，听取他们

“两不愁、三保障”及扶贫政
策落实情况，与贫困户促膝
谈心，谈发展，找门路，宣讲
扶贫政策，解决他们生活中
遇到的困难，并把慰问金送
到贫困户手中，助力他们早
日脱贫奔向小康。

本报讯(通讯员 马丽娜 翟纯
雪)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近日，
为庆祝建党99周年，在巨野县公安局
党委副书记、政委王付林的领誓下，6
月份入党的56位党员民警面对庄严
的党旗，昂首挺胸，慷慨激昂，重温了
入党誓词。

宣誓完毕，每位党员民警都收
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政治生
日”贺卡和书籍《之江新语》《梁家
河》。贺卡上的寄语激励广大党员

民警坚守初心使命，筑牢对党忠诚
的思想根基，坚定理想信念，以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投身公安工作
中，让党组织的政治优势成为推动
巨野公安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王付林要求党员民警在今后
的工作、学习中，靠前一步、主动作
为，继续忠实履行新时代赋予公安
机关的职责和使命，以实际行动展
现巨野公安的新形象，共同书写新
时代巨野公安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据介绍，近年来，巨野县公安局

党委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严格落实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给党员过“政
治生日”等制度，不断提升党员民警
政治觉悟，激励每名党员民警在工
作中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主动对标对表党章党规和人民
群众的新期望新要求，全方位查找
自身在能力、思想、作风、廉政等各
方面存在的不足和差距，不断提高
自身素质，着力打造“四个铁一般”
的过硬公安队伍，为实现“平安巨
野”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巨野公安56位党员 民警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菏泽7月2日讯 (记者
李德领) 6月30日，菏泽市中医
医院召开庆祝建党99周年党员大
会，该院行政一支部、临床三支
部、临床四支部、临床七支部及12
名优秀共产党员受表彰。医院党
委书记、院长郝敬忠围绕“坚定信
仰，砥砺前行”为主题为全体党员
上了一场生动的党课，要求全体
党员要时时刻刻把党的信仰装在
心里，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爱岗
敬业，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
追求。

2019-2020年，医院党委充
分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认
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全面落实市
卫生健康委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
神和委党组决策部署，紧密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活动，深入开展“思想党建”和“组
织党建”工作，确保党组织把方
向、管大局、保落实，创建学习型、
服务型、创新型基层党组织活动

深入开展，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
发挥，为推动医院健康发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

医院重视思想建设，深入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各支部认真学习，准确把握主
体教育“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的总体要求，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根本任务，锤炼忠诚干净

担当的政治品格，达到“理论学习
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
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
廉洁作表率”五项目标，结合“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重点抓好“六个一”工作，依托“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切实做好
学习教育和检视整改，思想建党
取得实效。同时，组织“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弘扬沂蒙精神”红色教
育基地培训，组织82名党员代表

分两批赴临沂红色教育基地进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沂蒙
精神”主题教育和培训。

医院认真落实抓党建主体责
任和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的责
任，强化主责主业意识；切实履行

“一岗双责”、各支部具体落实责
任，层层分解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的责任，推动医院党建工作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对全院党员开展
党员量化积分管理，并将考核结
果公示。认真落实“双城同创”包
联工作志愿者服务队进社区工
作，2019年9月17日，院党委书记
带领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一行30人
到包联社区丹阳社区、都庄社区
对接“双城同创”工作。党员志愿
者服务队多次进行入户走访活
动，开展“双城同创”学雷锋志愿
者活动等。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医院党委立即行动起来，党员
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义无反
顾、主动请战，带头提交“请战
书”，大年三十紧急改造完成传染

病区；在得知全市临床用血告急
后，50余名党员干部拂袖献血，为
抗击疫情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医
院选派徐继瑞、杨冬霞两名同志
驰援湖北，两位同志不辱使命，圆
满完成抗“疫”任务并在抗“疫”一
线写下入党申请书，积极向党组
织靠拢；新冠疫情爆发至今，一大
批党员干部始终战斗在疫情防控
第一线，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
感人事迹，筑牢战“疫”堡垒。

最后，该院党委书记、院长郝
敬忠以“坚定信仰，砥砺前行”为
主题，用国内外大量的事例和当
前的国际形势，阐述了信仰的重
要性。讲课过程中，郝敬忠带领全
体党员学习了红船精神、井冈山
精神、长征精神、焦裕禄精神、“两
弹一星”精神、“抗疫精神”等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号召全体
党员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政
治站位，坚定“四个自信”，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坚定信
仰，为祖国繁荣富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奋斗。

不忘初心 担当作为谱新篇
菏泽市中医医院召开庆祝建党99周年党员大会

7月1日，巨野县龙堌镇张楼村隆重举行庆祝建党
99周年活动。张楼村党史共建单位巨野县税务局党委
副书记、副局长薛存山带领支部一班人、张楼村扶贫
单位巨野县环保局副局长时福存和张楼村“第一书
记”杜昌利，以及张楼村在家全体党员约40人参加。

现场，张楼村党支部书记于祥军进行致辞，呼吁广
大党员追思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随后在场全体党
员面对鲜红的党旗进行庄严宣誓。 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 通讯员 李明沛 记者 李凤仪 摄影报道

重温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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