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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牡丹区城区部分小学学区调整
牡丹区小学招生从8月17日起开始报名，首次实行网上报名

本报菏泽8月13日讯(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邹爱武) 8月
11日，牡丹区小学招生工作会议
召开，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
解到，今年牡丹区小学招生从8月
17日起开始报名。会议下发了
《2020年牡丹区义务教育学校(小
学)招生工作实施意见》，对招生
原则、时间安排、组织实施、工作
措施、学区调整等进行了规定。

牡丹区小学招生时间统一安
排在8月11-22日进行，学区内适
龄儿童(年满6周岁，2014年8月31
日前出生)应提供以下入学材料：
户籍和房产都在本学区。提供户

口簿和房产证，房屋交付并实际
入住但尚未办理房产证的，需提
供购房合同、购房发票和物业费、
水电费等入住证明；仅有户籍在
本学区。提供户口簿和城区无房
证明，以户口簿上载明的位置为
入学依据；军人子女，提供监护人
身份证、户口簿、军官证、团级以
上单位政治机关证明；引进人才
子女、返乡创业人员子女，提供监
护人身份证、户口簿、有关单位证
明和学区内居住证明；仅有住房
在本学区，提供户口簿和房产证，
房屋交付并实际入住但尚未办理
房产证的，需提供购房合同、购房

发票和物业费、水电费等入住证
明；学区内经商、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提供监护人身份证、户口簿、
学区内居住证明、营业执照或监
护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
和社会保险交纳证明，学区内经
商务工需一年以上。

今年牡丹区部分学区有所调
整，今年西安路小学(菏泽市第二
实验小学东校区)、杏坛小学和花
乡小学等3所学校首次招生并明确
了学区范围，花都小学和牡丹区第
五小学原学区有所调整，其他城区
学校仍按原划定的学区招生。

具体调整方案如下：西安路

小学(菏泽市第二实验小学东校
区)：东至广福街，西至西安路，南
至华西路，北至康庄路。杏坛小
学：东至太原路，西至牡丹路，南
至长江路，北至中华路。花都小
学：东至牡丹路，西至青年路，南
至长江路，北至中华路。花乡小
学：东至赵王河，西至人民路，南
至长城路，北至泰山路。牡丹区第
五小学：区域一：东至东环城河
(夹斜路、康庄路十五巷)，西至解
放街，南至八一路，北至黄河路
(含步行街)；区域二：东至解放
街，西至广福街，南至北环城河，
北至康庄路；区域三：东至解放

街，西至西安路，南至康庄路，北
至黄河路；区域四：东至青年路，
西至句阳路，南至黄河路，北至北
大堤。

首次实行网上报名。今年小学
招生实行“划片招生、相对就近、免
试入学”办法，严格控制班额，今年
秋季开学后要全部消除56人及以
上大班额，有条件的小学要按照每
班不超过45人招生。并首次实行网
上报名，8月17日至19日，城区公办
小学通过“山东省义务教育招生系
统”进行网上预报名，8月20日至22
日，各小学审核新生入学材料，并
确定新生名单。

菏泽9个路口新建抓拍设备
8月18日正式启用

本报菏泽8月13日讯(记者
周千清) 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从菏泽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了解到，为进一步确保
菏泽城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有效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
生，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一个
有序、安全、畅通、和谐的道路
交通环境。近期，在菏泽市部分
路口/路段新建一批电子抓拍
设备。

对新建抓拍设备的路口
(段)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
电子抓拍启用日期为2020年8
月18日。希望广大机动车驾驶
人自觉遵章守法，文明驾驶，安
全行车。

★武汉三江华宇物流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公章遗
失，声明作废。

★武汉三江华宇物流有限公司曹县分公司公章遗失
(公章编号：371721300005384)，声明作废。

★巨野县兴阳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鲁R8D65挂营运
证(营运证号：371724713760)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兴阳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鲁RU993挂营运
证(营运证号：37172433526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兴阳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鲁R7E58挂营运
证(营运证号：37172470118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兴阳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鲁R1E78挂营运
证(营运证号：37172470125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兴阳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鲁R2E18挂营运
证(营运证号：37172470126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兴阳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鲁R3D50挂营运
证(营运证号：37172470939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兴阳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鲁R3D32挂营运
证(营运证号：37172470937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兴阳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鲁R0D63挂营运
证(营运证号：371724709340)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兴阳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鲁R5D31挂营运
证(营运证号：371724709380)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大地物流有限公司不慎丢失发票注册登记
联，发票代码为：137131925306，发票号码：00536237，金
额：384000 . 00元，开票日期：2020年7月23日，销货单位
名称为：临沂市骏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巨野县鑫森运输有限公司鲁R1Y52挂营运证(营
运证号：37172471127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洪洲运输有限公司鲁RR319挂营运证(营运
证号：37172432918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洪洲运输有限公司鲁RC153挂营运证(营运
证号：371724705900)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佳通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鲁RU221挂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34600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鹏博运输有限公司鲁R5E17挂营运证(营运
证号：37172470756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鹏博运输有限公司鲁R7D10挂营运证(营运
证号：371724705820)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鹏博运输有限公司鲁R6D97挂营运证(营运
证号：37172471041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香满城糕点铺于2020年8月13日之前刻制
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启利营销策划中心于2020年8月12日之前
刻制的发票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注意！因道路施工
城际公交993线路临时绕行

本报菏泽8月13日讯(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王翠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

菏泽城际公交公司了解到，因
解放街跨环堤河桥梁工程施
工，造成城际公交定陶(993)线
路解放大街运营路段无法正
常通行，为方便市民乘车出
行，自2020年8月11日起，定陶
(993)线路将临时绕行中华路、
牡丹路。

菏泽—定陶临时取消站点
为牡丹区中医院、牡丹区工商
局；临时增设站点为市政工程
处、牡丹路中华路南口。

临时绕行后，菏泽至定陶
(993)线路的途经站点为：菏泽
城际公交(始)——— 润泽·中心
之城——— 亿联时代奥城——— 市
政工程处(临时)——— 牡丹路中
华路南口(临时)——— 生建机械
厂——— 曹州武术馆——— 恒盛大
市场西门——— 鲁西南记忆———
广州路朱集——— 广州路张庄
寨——— 广州路张坑——— 惠民小
区——— 陶都新韵(临时)——— 府
前一品(临时)——— 定陶汽车站
(终)

定陶—菏泽临时取消站点
为牡丹区工商局、牡丹区中医
院；临时增设站点为市建筑设
计院、市政工程处。

临时绕行后，定陶至菏泽
(993)线路的途经站点为：定陶
汽车站 (始 )——— 府前一品 (临
时)——— 陶都新韵(临时)——— 惠
民小区——— 广州路张坑——— 广
州 路 张 庄 寨 — —— 广 州 路 朱
集——— 鲁西南记忆——— 恒盛大
市场西门——— 曹州武术馆———
生建机械厂——— 市建筑设计院
( 临时 ) ——— 市政工程处 ( 临
时)——— 亿联时代奥城——— 润
泽·中心之城——— 菏泽城际公
交(终)

菏泽至定陶(993)线路站点
变更自2020年8月11日(明日)启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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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正确的乘车站点。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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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起，菏泽人婚姻登记可在全市通办

婚姻登记“全市通办”实行预约受理制
本报菏泽8月1 3日讯 (记者

李德领 ) 为积极推进“放管
服”改革，切实提升婚姻登记服
务的人性化、便利化水平，经报
市政府同意和省民政厅批准，
菏泽市自8月20日起，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跨区域办理婚姻登记
工作，即户籍在菏泽市的当事
人可以选择菏泽市任意一县级
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内

地居民间的婚姻登记相关业
务。婚姻登记“全市通办”实行
预约受理制，暂不受理未预约
的业务申请。

适用人员为户籍在菏泽市
牡丹区、定陶区、曹县、成武县、
单县、巨野县、郓城县、鄄城县、
东明县的内地居民。

业务范围为上述人员可以
在全市任一县区民政部门婚姻

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离婚登
记和补领婚姻登记证业务(以下
简称婚姻登记“全市通办”)。

办理方式为婚姻登记“全市
通办”实行预约受理制，暂不受
理未预约的业务申请。当事人可
通过山东省婚姻登记网上预约
信息系统进行预约。预约网址：
http://103 . 239 . 154 . 243:8090/
m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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