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春燕不慎丢失档案托管证，身
份证号370802197205012729，特此
声明挂失，原件作废。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SHANDONG SINO-AGRI UNITED
BIOTECHNOLOGY CO, LTD) 遗失
一套一式三份COSCO提单，启运港：
青岛，船名航次：CSCL GLOBE 050W，
提单号COSU632849439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青岛市市北区习习文化培训学校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370203MJD888591L)经理事会研
究决议，拟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清算组已经成立，清算组由
杨显峰、赵爱君组成，清算组负责人
杨显峰。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惠民县惠穗蔬菜专业
合作社，不慎丢失公章和财务章，公
章编号：3723210004683，财务章编
号：3723210004684，特此声明，原章
作废。
●青岛百圣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号3702820321302)、
公章(编号3702820321301)不慎丢
失，声明原章作废。
●李国庆丢失海洋渔业普通船员
证，证书编号372325198109266869，
特此声明作废。
●星梦文化传媒(枣庄)有限公司，
公章丢失，特此声明原章作废。

●王明凤丢失4份由高密市交运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储藏室收
款收据，编号：0071889，0010583，
2059667，2059668。金额：352076元，
房号：23#-1-17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枣庄市薛城舜耕中学，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370403MJE243007F，办学
许可证号：137040330000020。经理
事会决议，拟向单位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民办教育办学许可和民办非企
业法人登记，清算组由黄飞、胡涛、
王思仟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联系方式：13963208936
●金乡县王丕镇卫生院，开户行：山
东金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王丕支行,账号：20100002686，核准
号：J4615000019602，开户许可证编
号451000699428，开户许可证丢失，
声明作废。
●沂源县南麻王子日用品经营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不慎丢失，注册号
3703233030582，特此声明原件作
废。
●莱阳市十通商贸有限公司的道路
运输证丢失，鲁交运管烟字：
370682910624号，车辆号牌：鲁
FBB592(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肥城晶通易达商贸有限公司不慎
丢失财务章法人章，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70983MA94TAYE33，声明作
废。

●枣庄润鸿物流有限公司，鲁
D J 5 7 2 7 营 运 证 丢 失 ，证 号
370405303258，声明作废。

●青岛润丰源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不慎丢失公章 (编码：
370283032087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苍山县川
明电力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71324MA936CRB3K;
注册号371324018008434)自即日起
注销。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清算组由马吉彬、王楠、赵
巨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苍山县川明电力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5月7日

●注销公告
经理事会研究决议，解散菏泽市定
陶区消费者协会(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1371727MJF086744F)所有债权
人请于公告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
办理清偿手续，到期将按法律程序
予以注销。法人:朱勇,联系电话:
15552040666

2022年5月8日
●莱芜市钢城区王子陶瓷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不慎丢失，注册号
371203600064963，特此声明原件作
废。

●济南市长清区锦筵餐饮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
JY23701130091826，声明原件作废。
●山东佑泽天下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原公章不慎丢失，特此声明原
章作废。
●山东铭讯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983MA3UAG1H37)不慎丢失
2021年3月1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声明作废。
●刘增水，丢失医师资格证书，编号
199837110372321691120027，特此
声明作废。

●遗失青岛市市北区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于2021年03月15日核发予
青岛一见惊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203MA3WD24J9G营业执照副本
2-1，声明作废。
●山东中津乾亿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3701027246273)、财务专用章
(编号3701027246274)、法人章芦
震，因保管不善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原章作废。

公 告
管慧玉：
现通知你于2022年5月12日前回单

位上班，逾期不上班的，按旷工处理，连
续旷工10个工作日或一年内累计旷工20
个工作日，按照公司《员工奖惩条例》(滨
海人字〔2017〕2号)第十五条关于严重违
纪行为的规定，以及《劳动法》第二十五
条、《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合
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公司《劳动合
同管理办法》(滨海人字〔2017〕2号)第三
十二条的规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特此通知。
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

2022年5月6日

拍卖公告
鲁银拍公字【2022】第107号，总第4034期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5月17日10:

30通过济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竞价系统公

开拍卖以下标的:1.板房拆除废旧物资一宗。

起拍价56000元，保证金2万元；2.汽修厂汽车

废旧配件一宗，起拍价4100元，保证金5000

元。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工作时间(9:00-

16:00)在拍卖标的所在地进行公开展示。有

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5月16日17时前将竞买

保证金交纳至指定账户,并携带有效身份证

件于拍卖会前联系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18615687711

监督电话:13335108788

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5月8日

拍卖公告
鲁银拍公字【2022】第104号，总第4032期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5月24日9:00

在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s://
jnggzy.jnzbtb.cn:4430/JiNing)公开拍卖
原曲阜市粮食收储公司姚村收储站毕村粮站
所属的地上不动产，已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房
产均位于曲阜市姚村镇，土地使用权证编号：
曲国用(1999)字第081904150027号，用途仓
储，登记类型划拨，土地使用权面积为3229平
方米，实测土地面积为2880 . 98平方米，本次
评估按实测土地面积评估，另包括房屋建筑
物、围墙、铁大门、树木等附属设施。以上标的
整体现状拍卖，详情见天通 (曲 )评报字
[2021]第12-2号评估报告。起拍价974348.35
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特别声明：拍卖成交
后，买受人须严格按照土地使用性质使用，不
得经营环境污染、噪音污染等违规项目。拍卖
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工作时间(9:00-16:00)在
拍卖标的所在地进行公开展示。有意竞买者，
请于2022年5月23日17时前将竞买保证金交
纳至指定账户(户名：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曲阜分中心；开户行：中国银行曲阜支
行；账号：240313764738)；并携带有效身份证
件于拍卖会前联系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未
竞得者保证金于拍卖会后3个工作日内无息
全额退还。
联系人：姚经理13563767876监督电话：

13335108788地址：曲阜市舞雩台路33号
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5月8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2年5月18日上午10：30

在济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竞价平台按现状
公开拍卖以下标的：西营街道办事处建委公
寓北侧场地内渣土一宗，内部含有细土和碎
石、建筑垃圾等，起拍价52000元，竞买保证金
5万元；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状接受
展示与咨询。竞买资格：1.竞买人须为依法设
立的企业法人，本项目不接受个人、个体工商
户报名；2 .竞买人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
建筑垃圾回收、处理(置)或建筑石料、石材
(用石)加工、土石方工程等内容；3.竞买人承
诺对所拍渣土石料进行依法合规运输及生
产。4.该场地后续涉及规划停车场事宜，竞买
人需符合政府规划设计要求，详情请电询
18764066678李老师。竞买保证金于2022年5
月17日16时前汇入我公司账户，以到账为准；
并持有效竞买资格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及保
证金交纳凭证、公章等联系我公司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
电话：魏经理18615687711
公司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泰广场8号楼

西2202室
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5月8日

【本栏目友情提示】
本栏目内容仅为持证人员提交的单方
形式发布，不作为最终有效依据和法律
认定、不作为相关责任的依据，以行政
职能部门对其的最终业务审核认定为
准。相关利害关系人应通过具有管理权
限的职能部门或主体确认信息或交易。

A06 山东

菏泽小伙苏州救人，河中托起落水女
女子被拉上岸，他游到河对岸悄悄离开

2022年5月8日 星期日

记者 马璐璐

毫不犹豫
跳入河中救人

据陈东青回忆，5月5日7点
45分左右，他刚在小区做完核
酸，正准备去买早餐，结果就听
见不远处的桥上有人喊救人，

“我赶忙跑过去，在河岸边看到
一名落水女子正在不断地扑打
着水面，一直喊救命。”见此情
景，陈东青来不及多思考，毫不
犹豫跳入河中救人。

“河挺深，我游过去抓住她
的衣服，拉着她往岸边游。具体
多长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当时心
里就想赶快把她带到较为安全
的地方。”陈东青回忆道，“把她
拉到了桥底，我让她用手抓住桥
下的石头缝，我在水里托着她，
等民警来。”

很快，民警携带救生绳索
以及救生衣等设备也赶到现

场，立即将救生绳索抛给落水
女子和陈东青。因为绳索较细，
浑身湿透的女子体重较大，很
难以一人之力拉上去，见状，
陈东青奋力将女子托举起来，
岸上不少热心市民也伸出援
手，与民警合力将女子拉上了
桥面。

救人之后
他悄然离开

将落水女子救上岸后，陈东
青悬着的心才放下，游到对岸悄
悄离开。之后，他前往公司上班，
从未与人提起这件事。直到民警
找上门，同事才知道了他的英雄
事迹。同事们纷纷对陈东青竖起
大拇指，都说，“他特别乐于助
人，我们觉得意外，但也不意外，
不意外的是他优秀的个人品质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都能表现出
来，真是好样的。”

“本来这件事我想隐瞒下
来，慢慢就忘记了吧，但还是被
找到了。”陈东青告诉记者，举
手之劳的事情，没什么好炫耀
的。

因为救人，陈东青的手臂被
擦伤了一大块，“那个疼痛我能
承受，对我来说真的不算什么。”

陈东青轻描淡写地说。
据了解，落水女子是在河边

散步时不慎落水，目前并无大
碍。

陈东青妻子：
“他是我的英雄”

5月7日，记者联系到陈东青
妻子王女士。“那天看到他发了
个胳膊受伤的朋友圈，我就打
电话问他怎么回事，这才知道
他救了一个人。”王女士告诉
记者，得知此事后，她既心疼
又担心。“从我认识他以来，从
来没见他下过水，知道他下河
救人挺意外的，也更为他感到
自豪，在我心里，他是我的英
雄。”王女士告诉记者，因为疫
情，她和陈东青也很久没见过
面了，“我知道他工作很忙，希
望他能照顾好自己，期待和他
团圆的那一天。”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了解
到陈东青的事迹之后，被他的义
举感动，联合苏州广电蟹视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授予陈东青
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及一万元正
能量奖金。面对荣誉，陈东青很
惊讶，并表示以后再遇到有人需
要帮助，依然会伸出援手。

文/片 记者 范祥海

“芍药绽红绡，巴篱织青
琐。”5月的菏泽，芍药花开正
艳，芍药鲜花市场销量
火爆，远销昆明、广州、
成都、武汉等地，产量占
全国芍药鲜花市场的
50%以上。小小芍药花
变身“致富花”，为美好
生活增色的同时，也在
乡村和城市间描绘出了
一道道产业兴、乡村旺
的浪漫“花路”。

近日，记者走进山
东盛世芍花智慧农业有
限公司种植基地，只见
一朵朵芍药花开正艳，
红的、白的、粉的，一朵
紧挨着一朵，灿烂如霞，
把大地装扮得五彩斑
斓。十几位花农依次排
列在花丛中，他们弓着
身子，左手扶着花苞，右
手拿着剪刀，“咔擦”一
下，一枝鲜花便被切了
下来。“从基地里切下芍
药，只是第一步，接下来
还要进行毛花降温、洗
花蜜等环节，环环相扣，
一步也马虎不得。”山东
盛世芍花智慧农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赵文双说，
同时，该公司制作标准
与国际标准接轨，从采
切到发货，全流程不接
触地面，实现了标准化、
规模化运营。

“我们公司今年预
计芍药鲜切花总产量在
300万—500万枝，主要发
往昆明、广州、成都、武汉等基
地，100多名花农从早上7点忙到
晚上10点，加班加点供应市场需
求。”赵文双介绍说。

值得一提的是，受到来自
市场的正向激励，菏泽不少花
农开始重视育种工作，致力于
培育芍药新品种，使芍药鲜切

花在市场上散发出更耀
眼的光芒。

看着一箱箱芍药鲜
切花“坐上”货车，菏泽
市牡丹芍药切花协会会
长周长玉松了一口气。

“每年从4月10日到5月
10日是芍药销售的黄
金期，也是花农最忙的
季节。”周长玉指着眼
前一辆辆货车说，“这
些货车大概装载了70
吨芍药鲜切花，马上运
往济南、青岛，再通过
航空运到全国各地。今
年菏泽预计有6000万
枝芍药投入到市场中。
小小芍药花，给农民带
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
产业。”

面对发展潜力巨大
的市场，菏泽芍药如何
将“花路”走宽走长？菏
泽市牡丹产业发展中心
给出答案。“下一步，牡
丹产业发展中心将持续
积极引导芍药鲜切花产
业发展，引进、培育市场
上急需的芍药新品种，
调整品种结构，满足市
场需求。同时，与花农、
协会共同制定芍药鲜
切花行业标准，通过行
业标准进一步规范市
场。”菏泽市牡丹产业发
展中心党组成员、研究
员刘继国说，此外，还将

加大设施栽培力度，延长花期，
提高芍药品质，拓宽销售渠道，
做大做强菏泽芍药鲜切花产
业。

近两日，一则“山东菏泽一小伙在苏州一桥下水中奋力托起落水女子”的相关内容在网络上
引发众多网友纷纷点赞，不少网友直呼：“又是山东好汉！”“又是有情有义的菏泽人！”

5月7日，记者联系到救人小伙陈东青。据了解，今年35岁的陈东青是菏泽市成武县白浮图镇
陈庄行政村人，目前在苏州一家科技公司做技术员。面对采访，他既害羞又意外，谈到勇救落水女
子一事，他表示举手之劳，没想到会受到这么多关注。他因此获得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编辑：武俊 组版：颜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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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正在标准化车间处理芍药花。

▲救人小伙“山东好汉”陈东青。

受访者供图

陈东青救人后悄悄游走。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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