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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瑞珠泰山医学院成人高等教育

学士学位证书丢失，专业医学检验，

证号：1043942017001217，声明作

废。

●邹平市顺意达道路救援服务有限

公司公章(3723303030472)丢失，声

明原章作废。

●泰安市西贝隆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丢失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证号：91370900061989908P)及公
司公章(编号3709030012182)，声明
作废。

●戎凯苑小区业主委员会：银行开
户资料，财务专用章 (编号：
3701047150751)，法人名章(任秀
祥)，银行预留(许文振、苏栋)印签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股东会公告
本公司山东华首重工有限公司，拟
于2022年7月18日9点在济宁市汶上
县康驿镇金康路6号公司二楼会议
室召开全体股东会，对济南达辰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公
司增资事项进行表决，请全体股东
按时到场。

山东华首重工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山东新鸿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983MA94PMXDX5)，经公司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注册资本300万元减至

5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

权或其它请求，特此公告。

2022年6月27日

●遗失声明

滨州市祥鼎运输有限公司丢失鲁

MAG117(黄色)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运输证，编号 :鲁交运管滨字

371604301640，经营许可证号:

371604000178

●滨州长城包装有限公司不慎丢失

公章(编码:3723010036276)财务章

(编码:3723010036277)因遗失声明

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本人郝建芝身份证号 3723281

98702120619,丢失中德福鹏花园12

号楼102单元别墅住宅认购书和房

款定金收据编号0022406,金额

10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青岛玖尚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0212MA3Q0JC207)经
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注册资本
1000万元减少至100万元人民币，请
相关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或其它请求，
特此公告。

2022年6月27日

●法人杜仁尧，遗失山东银座家居
有限公司博览中心于2022年4月8日
所开具履约金保证金(B0143617，金
额 6 3 2 6 1 元 ) 和 质 量 保 证 金
(B0143618，金额40000元)；2022年5
月 1 8日所开具的施工保证金
(B0143655金额20000元)，交款单位
[74942]威卡仕东负一，声明作废。

●菏泽大晟贸易有限公司公章

(3717020166399)、财务专用章

(3717020166400)、发票专用章

(3717020166401)、法人章刘娟

(3717020166402)，不慎丢失声明作

废，并重新申领合法有效印章。

●青岛兴顺泽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3702830554025)、财务专用

章(编号3702830554026)、法人章崔

玉光(编号3702830554028)不慎丢

失，特此声明原章作废。

●青岛凯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海运提单一份，船名航次：FITZ ROY
0 C B 7 5 S 1 M A B O O K I N G N O :
Q D G A 3 8 9 1 2 0 B / L N O :
8U5FQ22030792 NO:00004158，声明
作废。

邹城东丽花园房地产拍卖公告
定于2022年7月 21日17时起通过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网上竞价系统公

开拍卖以下标的：
1.邹城东丽花园316号房地产，建筑面积约248.94㎡，参考价145.14万元。
2.邹城东丽花园317号房地产，建筑面积约248.94㎡，参考价145.14万元。
3.邹城东丽花园318号房地产，建筑面积约305.81㎡，参考价231.81万元。
报名时间：2022年6月27日—2022年7月20日
展示时间及地点：公告之日起拍卖日前止，标的所在地。
办理手续：有意竞买者请在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上注册报名并领取CA证书，于

2022年7月21日下午17时前，以电汇或网上银行方式将每个标的10万元竞买保证金汇入济宁市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账户(网上报名系统自动生成账号)。
详情登录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s://jnggzy.jnzbtb.cn:4430/JiNing)
电话：0537-2317610 17853776060 15253715166
地址：济宁市金宇路52号创新大厦

山东鑫汇银通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7日

拍 卖 公 告
风险提示：本次拍卖标的为债权资产，买

受方应对标的瑕疵进行充分了解，认真核实
债权实际情况，参加竞拍即视为对本债权现
状的认可，各种风险由买受方自行承担。买受
方按合同承继权利、履行义务。公告的数据仅
供参考，如与协议或合同不符，不得以此为由
否定处置行为，降低成交价款；涉及清场、变
更和过户的，由买受人自行解决,费用自负。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7月5日9时至15时
止(延时除外)在点拍网(www.dpauc.com)对
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1、山东临朐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拥有的山东坤发肉制
品有限公司债权本金214105 . 62元及相应利
息(具体以协议签订日利息金额为准)。有意
竞买者请于拍卖会前结束将竞买保证金交入
我公司并携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
续。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标
的物所在地现场展示联系地址：潍坊市奎文
区中土大厦C座9楼联系电话:15095148288
王经理0536-8219155

山东盛达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7日

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有关规定，以下因交通事故、交通违法暂扣的
车辆，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当事人须到周
村交警大队接受处理，逾期不处理的，将视为
当事人放弃权力，车辆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处
理。特此公告

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周村大队
2022年6月27日

汽车：鲁C8586V、鲁CQJ197、鲁V7B169、鲁
CH787U、鲁C9763J、鲁CBW235、鲁CC780K、鲁
C7J535、鲁CAH869、鲁C2171R、鲁M9Z755、鲁
CK3281、厂内A2348、鲁C5G592、鲁CSM310、鲁
CA2292、鲁C8R790、鲁MAG129、鲁C885H1、无牌
164732、鲁CNZ582、鲁M937B3、无牌131156、鲁
CAG700、无牌109410、鲁C9P081、鲁C313S6、鲁
A08G31、无牌028574货车：鲁CE0383、鲁
1611016、鲁C08689、
电动车：无牌007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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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余县区市降水，泰安停止教学活动
山东全面进入防汛应急状态，济南水库提闸“腾”库容

记者 刘云鹤 栾海明

曾有人因醉酒骑车被罚

此前，山东交管部门曝光了一起醉酒
骑电动自行车的案件。济南交警天桥大队
在北园高架历山路下桥口进行酒驾整治
时，民警拦下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子。经
呼气酒精测试，男子呼气酒精含量显示为
323mg/100mL，达到醉驾标准。一听自己
“醉驾”，男子急了，一再强调自己没开车，
只是骑电动自行车。最后，该男子涉嫌醉酒
驾驶非机动车，处罚款50元。同时，他骑电
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处罚款20元。

山东交管部门人士告诉记者，无论是
电动自行车还是自行车，只要是醉酒驾驶
都属于违法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第72条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
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
车不得醉酒驾驶。

建议增加醉酒骑车违法成本

据介绍，只要是普通的电动自行车，无
论挂的是白牌还是绿牌，如果醉驾的话会
按照非机动车来处罚。但如果电动车没有
挂牌，需要做车检，车检后如果是轻便摩托
车，会按照酒驾机动车来处罚。如何判定

“电动车”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新国标
对电动自行车作了明确划分，超标电动车
一律被纳入机动车管理范畴。这就意味着，
如果酒后骑行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
将会承受和机动车同样的惩罚。“所以说骑
电动自行车一旦被查住，背后隐藏的风险

极大。”上述交管部门人士说。
今年4月份，余姚交警就曝光了一则案

例。4月5日，邓某酒后骑电动车闯红灯，不幸被
一辆正常驶来的出租车撞飞。经交警认定，邓
某因醉酒驾驶无牌机动车（电力驱动）违反交
通信号灯规定通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有人总认为喝了酒驾驶非机动车不
要紧，其实这是个误区，只要人不清醒，驾驶什
么交通工具都很危险，醉酒会让人意识不清，
方向感变差，而且对外界车辆、人流判断不准，
易造成交通事故。”上述交管部门人士表示，一
旦出事故会牵扯到责任认定的问题，无论是
电动自行车还是自行车，如果是饮酒驾车很
可能会成为过错方，要承担全部责任。

一名一线交警告诉记者，相比汽车驾
驶员而言，电动自行车、三轮车骑行人员的
交通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更淡薄，涉及酒驾
醉驾的情况其实更为普遍、更为严重，但实
际处罚上却显得力不从心。另外，从法律角
度说，威慑力还不足，因此呼吁加强立法工
作，增加醉酒骑车的违法成本。

记者 程凌润 李殷婷 赵卓琪
高雅洁 张伟

青岛多地现百毫米以上降水

6月26日17时45分，青岛市气象台将暴雨
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
前青岛市平度、胶州、即墨、城阳部分地区已
出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预计26日夜间到27
日，青岛市大部地区降水仍将持续。

26日20时，泰安市大部分县区市均出现
100毫米以上的降水站点，预计夜间到27日，
降水仍将持续。26日20时，泰安市气象台将暴
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学校停止一切教学活动、校车停运。除特殊
行业外，停止营业和集会。视情况停止发送
客运班车，在途车辆就近停运避险。

此外，6月26日，淄博市教育局也发布
关于做好暴雨大风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
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各区县教育行政部
门要根据当地气象预警，全面科学研判，适
时作出调课、停课、复课等安排。暴雨、大风
期间各中小学取消走读生晚上自主学习，
有在校生的学校要妥善安置，做好应对准
备，校外培训机构要暂停培训活动。

预报今日10市有暴雨

来自省水文中心的数据显示，入汛以
来，全省平均降水量85 . 3毫米，较常年同
期偏多39 . 4%，较去年同期偏多20 . 3%。另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汛期气候状况
总体偏差，黄河中下游可能有较重汛情，可
能有1—2次灾害性台风过程，防汛防台风
形势复杂严峻。

6月26日11时，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
布暴雨橙色、大风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
受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
响，26日—29日我省迎来今年首次大范围
暴雨过程，并伴有大风和明显雷电。26日中
午至27日白天，强降雨主要在中西部地区，
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济南、泰安、淄博、
潍坊、青岛和东营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
雨，其他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7日夜间至
29日，全省大部地区仍有降水。

数据显示，6月26日11时至19时，全省
共有108个县区市、1382个乡镇出现降水，
平均降水量20 . 2毫米，折合水量约31 . 7亿
立方米。点降水量排在前三位的水文站是：

潍坊高密双羊220 . 6毫米、青岛胶州胶西
193 . 1毫米、潍坊高密193 . 0毫米。26日19
时，强降水回波主要位于滨州、东营、德州、
聊城、泰安、济宁、临沂、日照、潍坊和青岛
一带。

山东省防指于6月26日上午9点启动防
汛四级应急响应，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全
面进入防汛应急状态。记者从省防指了解
到，35支省级、136支市级和495支县级专业
救援队伍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并提前向鲁
中山区、鲁南地区等重点区域预置救援力
量，各物资储备库提前落实货运力量，大功
率水泵、抢险救援设备等装车待发，确保一
旦出现险情能迅速开展抢险救援，最大程

度减轻灾害损失。

济南仨水库提前开闸预泄

6月26日，记者从济南市防汛调度指挥
中心获悉，济南市雪野水库、卧虎山水库、
杜张水库已经提前提闸“腾出”库容，应对
此轮强降雨。

“为了应对这次强降雨，从6月25日上
午开始，市防指就组织有关单位开展了一
次防汛会商。”济南市城乡水务局防灾减灾
处副处长张文娟说，济南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下发了应对此次强降雨的紧急通知，要
求各区县防指和济南市防指成员单位全力
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我们也启动了应急值
班机制，全员都上岗到位，加强雨情汛情以
及各种灾情的调度和指挥”。

随着强降雨的到来，济南市气象台于6
月26日发布了大风橙色预警信号、暴雨橙
色预警信号以及雷电黄色预警信号。26日
下午2点左右，济南开始出现分散性雷阵
雨。截至当晚9点40分，济南全市24小时平
均降水量15 . 8毫米，其中平阴县平均降水
量最大，达40 . 6毫米。全市共有9个雨量监
测站点24小时降水量突破50毫米，达到暴
雨量级，其中济阳区索庙监测点降雨量最
大，达82 . 5毫米。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天气预报情况，济
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时地对水库的纳雨
能力进行分析。目前，雪野水库、杜张水库
和卧虎山水库等三座大中型水库已经提前
开闸预泄，以迎接后续入库的洪水。

此外，济南市护城河、牟汶河已提前开
闸泄水，小清河洪园闸七孔闸门也已经开
启，适度降低河道水位，腾出“库容”为汛期
防洪做好充足准备。

醉酒骑电动自行车也属于违法行为
交警：背后隐藏的风险极大，一旦被查到或面临刑罚

为进一步关心关爱儿童健康成长，
增强他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近日，
在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规定前提下，
沂源县公安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学校，
开展禁毒反诈系列宣传活动。

“这可不是好吃的糖块，这是能伤害
你们生命健康的新型毒品！”在沂源县禁
毒教育基地，民警针对学生好奇心强、辨
别能力不足的特点，结合毒品仿真模型和
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们介绍了
毒品的概念、种类、危害以及如何辨别、预
防、抵制毒品等知识。

“沂源县公安局组织的这场‘禁毒反
诈 你我童行’活动，对于增强孩子们的
禁毒反诈意识，提高孩子们自我防范能
力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振兴路小学执行
校长杨继学说。 （张琪 李超群）

沂源县公安局：

禁毒反诈，你我“童”行进校园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酒后不能开车，指的
是机动车。事实上，醉酒骑电动自行车或者是
自行车也属于违法行为，将会面临处罚，尤其
是酒驾电动自行车一旦被查住，背后隐藏的
风险极大，严重的可能会被刑事处罚。

26日，青岛不少地方出现暴雨。 记者 高雅洁 摄

6月26日19时，山东省气象台发布雨情信息：26日11时至19时，全省共有108个县区市、
1382个乡镇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20 . 2毫米，折合水量约31 . 7亿立方米。山东省防指于6月26
日上午9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全面进入防汛应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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