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陶区第一实验小学

开展“三小车辆”禁行教育

通讯员 李金娜

近日，定陶区第一实验小
学开展“三小车辆”禁行主题
教育活动。动员全体教师，全
体队员及家长进一步提高认
识、密切配合，为全区人民营
造和谐有序、安全文明的交通
环境。

动员会上，该校校长崔胜
菊要求从学校、家庭、社会三
个方面开展。会后，校领导带
头签订“三小车辆”承诺书，拒
乘三小车辆，安全文明出行。
第一实验小学全体教师郑重

签下承诺书，身体力行为“三
小车辆”禁行保驾护航。大队
辅导员孟祥可在报告厅向队
员们宣传“三小车辆”的危害，
号召广大学生和家长小手拉
大手，文明齐步走，共同为禁
行献份力。

学校还通过红领巾广播
站、公众号、中队会等形式详
细给队员们讲解三小车辆的
安全隐患，呼吁队员们人人争
做小小安全员，宣讲三小车辆
的危害。队员们纷纷表示，今
后不乘坐三小车辆，安全出
行，文明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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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吴艳敏不慎遗失菏泽中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D10-08003室的收据一张，
收据号：1716869，金额：50000元，开据日期：
2014年11月3日，声明原件作废。

★吴艳敏不慎遗失菏泽中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D6#-01-（1-08003）室的收
据一张，收据号：1600875，金额：75882元，开
据日期：2014年12月8日，声明原件作废。

★郓城海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2022年
4月20日之前使用的编号为3717250004195的
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轩逸劳务服务队于2022年4月21
日之前使用的编号为3717250051281的行政
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菏泽志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2022年
4月20日之前使用的编号为3717250029962的
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菏泽宏卓大药房有限公司郓城六十七
店因企业变更为菏泽九州通宏卓大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郓城六十七店于2022年4月21日之
前使用的原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征程有限公司于2022年4月22日
之前使用的印章丢失，声明作废。

★菏泽大钊运输有限公司于2022年4月
22日之前使用的编号为3717240084425的行
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炫彩涂装工程有限公司于2022
年4月24日之前使用的编号为3717250070236
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恒洋商贸批发中心于2022年2
月24日之前使用的印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举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因企业
变更法人于202年4月25日之前使用的原法人
代表章(陈举友)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宏志手机专卖店于2022年4月
26日之前使用的编号为3717250074204的行
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海森木业有限公司于2022年4月
27日之前使用的编号为3717250021699的行
政公章树脂光敏各一枚丢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兴阳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鲁
R9C79挂营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16537)丢
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鑫隆物流运输有限公司鲁
R786J挂营运证(营运证号371725338955)丢
失，声明作废。

★郓城腾源布业有限公司于2022年4月
2 7 日 之 前 使 用 的 编 号 为
91371725MA3RH6U07G的行政公章及发票
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菏泽齐鲁旅行社有限公司郑州路营业
部 营 业 执 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1700MA3PC2T27W)副本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山东冠驰物流有限公司鲁RN1633营
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13172)丢失，声明作
废。

★郓城县圣家装饰部于2022年4月20日
之前使用的编号为923717MA3HTETH87的
发票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菏泽市救助管理站积极对流浪人员实施救助，并予以妥善代养或医疗救助。现

将2022年1月份以来救助的在托养机构和医疗机构(因语言沟通能力较差，无法说
明户籍地址，也无法查清户籍所在地以及身份信息)的部分流浪人员予以公告(公
告内容中人员姓名，除自述或不详外，皆为菏泽市社会福利院起名)，请流浪人员的
亲属看到公告后，及时与菏泽市救助管理站联系。联系电话：0530-5389920。

特此公告
菏泽市救助管理站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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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程建华
通讯员 程大涛

为确保疫情期间师生顺利
复学复课，近日，巨野县公安局
核桃园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辖
区中小学、幼儿园做好开学前
安全管理工作。

期间，民警深入各校园内
部，对校园安全防范措施落实
情况，消防设施、监控设备运

转以及疫情期间学校外来人
员登记、体温测量、校园公共
区域消毒等情况开展检查。针
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和
薄弱环节，督促校方立即进行
落实整改，加强校园安全保卫
工作，严防疫情输入。

通过此次检查，为辖区师
生返校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同
时，为辖区疫情防控工作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巨野县公安局核桃园派出所
开展校园安全检查

记者 王保珠
通讯员 李雷

今年，菏泽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深入实施“营商环境突破”，聚
焦流程再造、服务提速、业务提
升三个关键，持续优流程、建机
制、提效能，全力打造优质审批
服务品牌。先后推动建立了市级
审管联席会议机制，出台了审管
信息双向推送办法，制定了重大
审批事项会商决策制度，印发了
规范审管衔接备忘录的文件，审
管联动体制机制逐步健全。近
期，《进一步加强行政许可事项
办理结果信息推送工作的通知》
印发实施，使审批监管更衔接、
信息传递更精准、工作推进更协
同。

信息全面归集。前期，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分别与20余个市
级监管部门签订了《审管衔接
备忘录》，明确了审管部门职责
边界、审管信息双向推送及其
他审管衔接事宜。审管双方在
日常严格按照《审管衔接备忘

录》约定的推送方式和推送内
容，及时共享了审批和监管信
息，今年以来已推送各类审批
信息5100余条。同时，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及时将履职过程中产
生的涉企行政许可信息和其他
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完整、真
实、准确地归集至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山东)协同监
管平台，今年一季度已归集公
示涉企信息1200余条，确保涉
企信息“应归尽归”、高质量归
集、高水平公示。

公函定期推送。为确保审批
信息精准共享，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在持续做好《审管衔接备忘
录》约定信息推送和涉企行政许
可信息归集公示工作的同时，探
索建立了定期公函推送机制。各
相关科室建立《行政许可事项办
理结果信息台账》，明确专人负
责日常登记管理，做到事项办结
后及时登记、实时更新，于每月
10日前将上月事项办理结果信
息汇总台账，以部门公函形式通
过菏泽市政务协同办公平台

(OA办公系统)线上发送或人工
线下送达(限涉密审批信息)等
方式直接推送至对应监管部门，
确保及时推送、有效联动。

强化会商调度。坚持“走出
去”与“请进来”相结合，通过主
动登门走访、邀请上门指导，持
续做好与后方监管部门的沟通
联络及业务会商，今年以来，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分别与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市交通运输局等
10余个部门开展了审管衔接工
作座谈，先后推动多项部门联合
文件印发实施，审管双方通力合
作，协同推进审批监管改革创
新，持续优化全市审批服务领域
营商环境。同时，市审管联席会
议办公室进一步细化审管联动
跟踪调度，建立审管衔接问题跟
踪管理台账，及时将审管困难问
题纳入台账，科学分类精细管
理，持续跟踪调度，及时了解最
新处理进展，适时介入协调督
办，促进审管问题得到及时有效
解决，推动审管联动规范化、常
态化运行。

菏泽强化审管信息协同共享
凝聚营商环境突破合力

东明警方
押解犯罪嫌疑人公开指认现场

见习记者 孙博
通讯员 张军明

为充分展示公安机关打
击多发性侵财犯罪成果，切实
提高全县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和满意度，近日，东明县公安
局刑警七中队联合大屯派出
所押解涉嫌盗窃罪嫌疑人任
某、郭某到多个犯罪现场进行
公开指认。

活动现场，警灯闪烁，警笛
呼啸，所到之处围观群众纷纷

驻足观看，拍手称快，在痛斥犯
罪嫌疑人的同时，纷纷为公安
民警点赞，并对公安机关严厉
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
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

据悉，2022年3月份以来，
犯罪嫌疑人郭某伙同任某在东
明、菏泽牡丹区、定陶区、曹县
境内多次流窜作案盗窃电动
车，涉案价值约8万余元。目前，
犯罪嫌疑人郭某、任某已被东
明警方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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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马志 李明沛
记者 邢孟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
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意见》，国家税
务总局巨野县税务局立足实际，树
立“四个共享”理念，借助综合治税
网格化，推进税务网格与政府网格
的对接联动，以专业服务为经、地
域协同为纬，初步构建“政府+税
务”双网格管理服务机制。

“税惠政策直达快享，离不开
税务部门网格化宣传辅导和切实
税费管理举措。”巨野县麟腾会计
事务所的会计张宗仁说，只要政
策一出台，马上就能对接享受，纳
税服务越来越精准了。

今年以来，巨野县税务局着
力构建“1+N”“政府+税务”三级
网格管理服务机制，将辖区划分
为453个网格，建立“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全面覆盖”的网格化服务
联络群，实行数据共享、信息共
享，全力打造税费精细化服务一
张网，集成推进“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和税收宣传月系列活动，把优
质高效服务贯穿到政策宣传、纳
税辅导、优惠办理、操作执行、政
策落地等各个流程、各个环节，基
本实现“管理沉到底、服务零距
离、效能大提升”。

“您好，今天是征期最后一
天，贵公司还没有进行纳税申报，
存在逾期申报风险，请及时申报。
如果对申报操作有疑问，我们将
进行全程辅导。”征期的最后一
天，网格员们忙碌了起来，为网格
内未申报的纳税人进行提示提醒
服务。

为低风险纳税人提供提示提
醒服务是网格化服务工作中的重
要环节，涵盖申报期限、优惠享

受、涉税风险、信用提示四个方
面，做到提前预警、规避风险、促
进遵从。

据悉，为打造“全方位、全覆
盖、全时空”的“税费协同服务一
张网”，巨野县税务局在选优配强
网格员上下功夫，从税务人员、协
税人员、社区人员中选聘配备，实
行定岗、定责、定人原则，对网格
管理实行专职负责，最终形成了
由688名政府网格员和110名税务
网格员全面对接，共同为纳税人
缴费人提供精细化、扁平化税源
管理及纳税服务的新格局。

下一步，巨野县税务局将进
一步完善税费监管服务网络，全
方位、多渠道、深层次的了解企业
需求和面临的难题，持续以更加
精准的纳税服务举措和更加有利
的纳税服务产品为企业发展注入

“税动力”。

巨野税务：

网格化税费监管服务搭建税企“连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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