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鳌博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丢
失公章编号3702140039740、财务专
用章编号3702140039741、法人章编
号3702140039742/3702140042158，
声明作废。

●台儿庄区将军宴快餐店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丢 失 ，编 号
JY23704050052132，声明作废。
●利津县浩城生鲜超市食品经营许
可 证 正 副 本 遗 失 ，证 号
JY13705220028043，声明作废。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梁秀菊(37082919840309****)：
因你违反《华杰员工手册》第四章第
三节第二项第一条、第十八条和劳
动合同附件中的相关规定，公司根
据《劳动合同法》第四章第三十九条
第二项之规定决定于2022年10月8
日解除与你签订的劳动合同，特此
公告。
山东华杰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21日

●广东三头六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市北分公司不慎丢失负责人章，编
号：3702000626045，声明作废。

●张珂遗失济南弘阳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开具的履约保证金收据，收据
号码:9724769，9724770，2021.6.3
履约保证金50000元和3608.10元，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岛森熠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不
慎丢失公章，编号：3702200490509、
财务章，编号：3702200490510、法人
章，编号：3702200490512，声明作
废。
●滨州誉东化工有限公司不慎丢失
公章(编码：3723253011113)、法人
章(编码：372325301117)，特此声明
原章作废
●购房收据挂失：王志诚丢失济南
浙鲁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购房收据，编号：1183925，金额：
560202元；编号：1183932，金额：
731018元，声明作废。

●青岛根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人
章宫雪(3702140404228)丢失，声明
原章作废。

●青岛奥盖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 人 章 唐 玉 迁 ( 编 号
3702830324764)不慎丢失，特此声
明原章作废。

●遗失声明：
青岛中全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丢失财务章：3702200499311，法
人章：3702200499312各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青岛润驰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不
慎丢失公章，编号：3702200469065、
财务章，编号：3702200469066、法人
章，编号：3702110753444，声明作
废。

●刘子扬遗失山东警察学院学生
证，学号20193085，声明作废。

●王建泽遗失山东警察学院学生
证，学号20193086，声明作废。

●孙强，机动车驾驶证于2022年10
月 2 0日在淄博丢失，证件号为
370303197907076013，申请免责。
●山东金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现
已更名为山东青桥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 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号
3701127570197)、法人章：曹伟，不
慎丢失，特此声明原章作废。

●拍卖公告

中国拍卖行业最高资质AAA企业
鲁银拍公字【2022】第254号(总第
4185号)
受委托，定于2022年10月29日9:00
在洪力自助公益拍卖平台(微信公
众 号 ： 洪 力 ， P C 端 ：
www.honglipai.net)现状拍卖：罚
没床垫120张。自公告之日起，在标
的所在地现场展示。有意竞买者请
于10月28日17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汇
入指定账户并联系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15653421107 监督电
话：13335108788联系地址：济南市
高新区舜泰广场8号楼2202室

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22日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法人章一枚(法人：黄声
建)、公章(备案号3702120007239)、
财 务 专 用 章 ( 备 案 号
3702120007240)各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海大山海科技有限公司

●枣庄飞速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70402MA3RDHM55p)
不 慎 将 公 章 丢 失 ，编 号 ：
91370402MA3RDHM55p，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青岛松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211MA3M37BJ3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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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元
减至10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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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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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公告
中国拍卖行业AAA资质企业 银拍公字【2022】第253号(总4184期)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10月29日10:00在洪力自助公益拍卖平台(公众号：洪力，电脑端：
www.honglipai.net)公开拍卖日照东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下列债权：一、借款
人：房宣京，贷款1笔，贷出日2014年11月4日，到期日2015年10月28日，债权本金184.98元，利息
23857.25元。担保情况：保证。保证人：房兵京。参考价0.398498万元，保证金0.3万元。二、借款
人：潘龙，贷款2笔：1 .贷出日2018年2月13日，到期日2019年2月8日，债权本金155 . 69元，利息
14754 . 33元。2 .贷出日2018年2月11日，到期日2019年2月8日，债权本金112 . 81元，利息
95795.23元。担保情况：保证。保证人：宋代友、王万意。参考价1.5万元，保证金0.5万元。三、借
款人：日照市万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贷款1笔，贷出日2013年4月1日，到期日2014年3月10日，债
权本金979798.00元，利息3235112.53元。担保情况：保证。保证人：日照沁泉酒业有限公司、厉鲁
继、张西爱、田胜华、常霞。参考价0.344万元，保证金0.3万元。意向竞买人请于2022年10月28日
前工作时间到日照东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咨询标的情况，进行标的展示。有意竞买者，
请于2022年10月28日16时前将各标的竞买保证金交至拍卖人指定账户(户名：光彩银星拍卖有限
公司,开户行：日照东港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账号：9110111200142050011960，保证金以到账为
准)，并于拍卖会前携汇款凭证、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等联系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网上注册登
记。竞买不成功者，保证金于拍卖会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注：农商银行内部人员、国家工作人员、
曾经办上述资产的政法干警、原债务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不得购买和变相购买。
联系电话：13806333668 0531-88922898监督电话：0633-8258005
公司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8号楼西区2202
网址：www.sd-yinxing.com

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22日

拍卖公告
中国拍卖行业AAA资质企业 银拍公字【2022】第252号(总4183期)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10月29日14:00在洪力自助公益拍卖平台(公众号：洪力，电脑端：
www.honglipai.net)公开拍卖山东五莲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下列债权：1 .借款
人：张加佐，借款日期2018年2月13日，到期日2019年1月13日，贷款余额1元；至2022年9月26日，贷
款余额1元，欠息105960.38元；担保人：王辉、王培杰、仲伟芬、汤善刚；该笔贷款已申请执行。参
考价2.07万元，竞买保证金0.6万元。2.借款人：朱伯荣，借款日期2008年8月1日，到期日2009年
1月30日，贷款余额0元；至2022年10月10日，贷款余额0元，欠息192431.93元；担保人：朱连彬、朱
连忠；该笔贷款已超诉讼时效、保证期间。参考价1万元，竞买保证金0.3万元。3.借款人：何龙，借
款日期2005年10月30日，到期日2006年9月10日，贷款余额0元；至2022年10月12日，贷款余额0元，
欠息21831.1元；担保人：袁敦生、李乃强；该笔贷款已超诉讼时效、保证期间。参考价1.25万元，
竞买保证金0.4万元。标的展示：意向竞买人请于2022年10月28日前工作时间到五莲农商行咨询
标的情况，进行标的展示。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0月28日16时前将各标的相应保证金交至指
定账户(户名：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日照东港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账号：
9110111200142050011960，保证金以到账为准)，并于拍卖会前携汇款凭证、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
件等联系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网上注册登记。竞买不成功者，保证金于拍卖会后5个工作日内退
还。注：农商银行内部人员，国家工作人员，曾经办理上述资产的政法干警、原债务企业的管理人
员和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不得购买和变相购买。
联系电话：13806333668 0531-88922898监督电话：0633-5336056
公司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8号楼西区2202
网址：www.sd-yinxing.com

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22日

烟台市芝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公告
烟芝市监罚送告〔2022〕1010号

烟台怡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局于2021年11月26日依法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烟芝市监执处字[2021]051

号)，因你下落不明/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
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决定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因你公司无证从事餐饮服务业务，本局对
你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烟芝市监执处字[2021]051号)，内容是：1 .罚款人民币
6483740.40元。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局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烟芝
市监执处字[2021]051号)，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当事人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芝罘区人民政府申请复

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芝罘区人民法院起诉。复议或诉讼期间不
停止本处罚决定的执行。
联系人：安勇、沙超 联系电话：0535-6784309 联系地址：芝罘区环山路2号

烟台市芝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10月10日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商河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4510058954601，账号：
15150101040027785，法定代表人：
张连明，声明作废。

●凯旗投资(烟台)有限责任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613MA3RPF4349)营业执照正
本、公章(编码:3706133014693)丢
失，声明作废。

●济南市历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0年01月08日核准的济南百灵教
育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
失、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济南市市中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019年10月18日核发的山东建中大
件运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丢
失，声明作废。

●历城区世家食品店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
JY23701120172868，声明原件作废。
●高新开发区云鹏餐饮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
JY23701900069843，声明原件作废。
●卓强遗失山东职业学院学生证，
学号202009113A25,声明作废。
●青岛锦角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不慎
丢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
编号:JY23702830205630，特此声明
原件作废。

●遗失声明：戚军，身份证号码
370123196403240019，遗失济南恒
大绿洲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车位收
据一份，金额：91000元收据编号
AL0050603，特此声明挂失原件作
废。

●李汉刚不慎丢失保健证，证号：
6000301，声明作废。

●济南市市中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6月20日核发的济南奎翰商
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丢失，编号
JY13701020194023，声明作废。
●北京市中闻(济南)律师事务所执
业许可证(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31370000MD0193946U，执业证书
流水号:80015237，特此声明挂失，
原件作废。

公示
1.负责人变更：山东圣安保险销售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枣庄薛城第一营业

部负责人变更为：李鹏；

2.地址变更：山东圣安保险销售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分公司地址变更

为：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文化路街道青

檀北路221号第1幢三楼；

山东圣安保险销售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枣庄第一营业部地址变更为：山东

省枣庄市市中区文化路街道青檀北路

221号第1幢三楼301室。

山东圣安保险销售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21日

人生在世，时有人情薄凉之感。李希晗和程师傅的事迹让人感受到了融融暖意。带着这
份暖意，人们纷纷为他们鼓掌喝彩。这是对释放暖意者的温暖，是对更多凡人善举的召唤。 叮嘱父母“别发朋友圈”

比金牌耀眼的是平常心

葛评论员观察

葛
观
点

每一次凡人善举，都是对社会的温暖

人大毕业生做房产中介，实现价值就好
□评论员 朱文龙

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的李民嘉，
目前的职业是武汉一家企业的房产经纪
人，也就是俗称的“房产中介”。这个出身
名校的房产中介了不起，仅仅用了八个
月的时间，就做出了百万元的业绩，堪称
房产中介领域的“业绩天花板”。

虽说李民嘉在岗位上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取得了可观的收入。但是依然有不
少人为李民嘉“不值”，认为名校毕业而
去做房产中介是“人才浪费”“学历贬
值”，这么多年的书“白读”了，语气中不
无贬损之意。

一些人有这样的观点，并不奇怪。在传
统的认知中，名校毕业生是高学历人才，天
然带有“光环”，大家也对他们寄予更多的
期待，认为他们应该走上更重要的岗位，从
事更有知识含量、技术含量的工作，为国家
发展、社会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不过，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着
各自的成长路径。对于高学历人才、名校
毕业生的职业选择，还是应当秉持包容、
开放的心态。他们选择知识含量高的职

业固然值得称道，不走寻常路地选择房
产中介这样的职业，也应该得到理解和
支持。

就拿李民嘉来说，之所以从事房产
中介工作，是因为她发现了房地产行业
的潜力，认定这一职业能够给自己带来
收入与自我价值实现的双重满足。

在日常的工作中，李民嘉也没有沉
溺于“名校光环”。她深知，名校只是一块

“招牌”，要想吸引客户，还是得依靠专业
能力。她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跑遍了武汉
的大小楼盘，了解每一套房子的特性。当
客户有疑问时，她可以第一时间进行解
答。体现了一个名校毕业生应有的素质
和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

正是这些特质让李民嘉脱颖而出，
干出了业绩。从李民嘉的身上可以看到，
学历不是事业成功的充分条件，她的成
功是通过勤奋劳动实现的。对于这样一
个靠自身奋斗取得成功的年轻人，我们
有什么理由苛责呢？

像李民嘉这样“就业下沉”的事例并
不鲜见。前段时间，“中传硕士做房产中
介”“浙大博士送外卖”“北大博士考城

管”等消息便刷爆了朋友圈。再往前，一
位硕士学历、懂英法双外语、曾在知名企
业工作的女士应聘家政工作的新闻，也
引发了舆论的热议。

这些事例说明，社会的职业版图在
不断刷新，名校毕业生、高学历人才的职
业选择也更加多元。这是时代进步，也是
劳动者素质提升的必然路径。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们的社
会需要的人才也是多种多样的，名校毕
业生遵从内心声音，选择做房产中介也
好，送外卖、当城管也罢，都是个人的权
利，做得好也都能实现个人价值，为社会
发展做出贡献。

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李民嘉们“不
合常理”的职业选择，不妨多一份包容，
少一些戾气。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5天时间连夺4金！2022国际射联步
手枪射击世锦赛正在埃及开罗进行。青
年组选手中，来自四川南充的18岁姑娘
庞钰千，闪耀世锦赛赛场。截至北京时间
10月18日上午，她已经为中国队摘下4枚
金牌，成为目前中国队奖牌榜第一选手。

按理，在世锦赛上连夺4金后，庞钰
千首先应将这一好消息告知父母、传递
到家乡，但她却“不按套路出牌”。据庞妈
妈介绍，此次世锦赛，庞钰千在获得第二
枚奖牌后才和家里说了成绩，还叮嘱父
母“要低调，不要发朋友圈炫”。庞钰千在
世锦赛5天时间连夺4金的消息，经新闻
媒体报道后，迅速冲上热搜，特别是这位
小姑娘叮嘱父母“要低调，不要发朋友圈
炫”，引发网友们纷纷点赞“神枪手低调，
大有可为”。

对于只有18岁的庞钰千来说，目前
正处在职业生涯的黄金期。保持一份内
心的从容和淡定，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
惑，正确面对鲜花与掌声、理性对待荣誉
和光环，这份难能可贵的平常心远比金
牌更闪耀，必将照亮这位小姑娘的职业
生涯道路，助其走得更高更远。（东方网）

前段时间，老年人就业话题引发一
波热议。调查显示，68%老年人退休后再
就业意愿强。其中，46 . 7%老年人重返就
业市场为寻求个人和社会价值，19%求
职者希望发挥一技之长继续追求职业发
展，34 . 3%求职者通过再就业补贴家用、
增加收入来满足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人
均寿命的不断延长，越来越多的人“退而
不休”，希望继续创造价值、发挥余热。从
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退休人员是一种
低成本高附加值的人力资源：他们不仅
熟悉行业特点，而且拥有丰富经验，同时
还能节省相应的培训支出。

值得一提的是，在帮助老年人再就
业的过程中，法律保障不能缺位。现实
中，退休老人再就业时，无法与用工方建
立劳动合同关系，而只能建立劳动雇用
关系。一旦发生疾病或工伤，老年劳动者
维权往往陷入困境。甚至有不法分子假
借招工之名，骗取老年劳动者的身份信
息或财物。鼓励老年人再就业，不仅需要
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更需要为他们提供
更多法律保障，以贴心的公共服务打造
老年人友好型社会。 （光明）

老年人“退而不休”

法律保障不能缺位

□评论员 王学钧

这两天，两件“小事”冲上了热搜。
在山东济南，傍晚骑车回家的女孩

李希晗，看到路面上有从货车上散落下
来的碎石，主动停下电动车，28次弯腰将
影响交通安全的碎石一块块捡起；在浙
江杭州，一直在高校当保安的程师傅（化
姓），“装富”17年，从自己的微薄收入中
挤出了十余万元，默默资助了6名贫困大
学生。

凡人善举动人心。虽说这样的事并
不多么罕见，可看到这样的新闻，人们的
心里还是暖融融的。不少人关注转发，跟
帖点赞。

捡拾路面碎石也好，资助贫困学生
也罢，虽都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无一不呈
现出可贵的善意。在不少人把“各人自扫
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奉为圭臬的情
况下，李希晗和程师傅能发自肺腑地为
他人着想，并自觉自愿地付诸行动，善意

满满，殊为难得。
善举的背后，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

睛。傍晚骑车回家时，很少人能关注到路
上的碎石。就算看到了，一般也不会“放在
眼里”，更不会像李希晗那样，主动停下车
来一块又一块地去捡。上了一天的班，已
经够累的了，不去捡那些货车散落的碎
石，也没啥好过意不去的，更不会有人说
什么。可是，在小李姑娘那里，这些不起眼
的碎石不仅被“放在眼里”，而且俨然成为
一块块不及时搬走就过不去的巨石。

作为一个来自农村的学校保安，程
师傅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即便有贫困
生找上门来求资助，他也完全有理由拒
绝。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竟全然无视自己
的清贫，主动在执勤时“发现”贫困大学
生，并毫不迟疑地伸出援手。这援手一伸
就是十几年。

善举的背后，有一颗乐于奉献的爱
心。跟有些人不同，李希晗和程师傅做好
事都是甘愿付出不求回报，连被人“发

现”都是出于机缘巧合。在李希晗看来，
自己只是做了一件本该做的小事，不值
得被这么多人关注。面对齐鲁晚报等单
位送上的5000元奖金，她毫不犹豫地作出
了自己的安排——— 把这笔钱捐出去，用
以帮助那些因交通事故而需要帮助的家
庭，或者捐给相关部门，用以修缮那些存
在安全隐患的交通设施。

在资助贫困大学生的过程中，程师
傅体贴入微，令人动容。他不仅能在执勤
时通过细节观察“发现”资助对象，而且
为了打消受助者的顾虑，平素里舍不得
吃舍不得穿的他，还特意在实施资助时

“装富”，跟贫困大学生说自己以前做生
意挣了钱，不在乎这每月几百块钱。

每一次凡人善举都是对社会的温
暖。人生在世，时有人情薄凉之感，李希
晗和程师傅的事迹让人感受到了融融暖
意。带着这份暖意，人们纷纷为他们鼓掌
喝彩。这是对释放暖意者的温暖，是对更
多凡人善举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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