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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君：朴实保洁员面对巨款不动心
李秀君，女，1963年7月出生，邹平新天

地物业有限公司鹤伴豪庭小区保洁员，曾入选
“山东好人之星”“中国好人榜”。2020年4月
11日，李秀君在自己的责任区内打扫卫生时，
发现草坪里有一个蓝色袋子，打开后发现里面
有很多现金。她在原地等待，见到来往的人就
问他们有没有丢东西。几经寻找失主未果，
她将手提袋送到了物业办公室，工作人员清
点后发现袋子里面的现金有4万元整。物业
工作人员通过查看监控录像查找线索，同时
第一时间在业主微信群里发布失物招领信
息，一个多小时后，终于联系到失主。李秀
君每月的工资只有1700元，四万元现金对

她来说是一笔巨款，但她说：“做人不能只为钱，要凭良心做事、做人。”

路心民：
捡到万元现金
及时归还失主

路心民，
男，1966 年 6
月出生，山东
魏桥创业集团
有 限 公 司 职
工。2021年1
月20日下午，
路心民在下班
途中捡到一个
女式提包，打
开后发现里面
有现金10000
元和身份证、

银行卡等物件。由于自己无法联系到失
主，怕失主着急，路心民第一时间把提包
上交给了公司。公司工作人员根据身份
证等信息，几经周折联系到了失主，并将其
丢失物品归还。面对大家的夸赞，路心民
说：“将心比心，要是这钱找不回，人家失主
大过年的心里得多难受！咱们做人就求个
问心无愧，不是自己的钱，咱不能要。”他曾
入选“滨州好人榜”“山东好人榜”。

许建民，男，1967 年 12 月出
生，博兴县纯化镇中心卫生院许楼
社区卫生室主任，中共党员。许建
民担任乡村医生23年来，兢兢业
业，诚实守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和尊敬。“他一
直坚持‘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
就不输液’的原则，从不让村民过
度治疗。”同事王玉芬这样评价
他。许建民觉得如果单纯地去追

求经济利益，良心上过不去，因此
在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目录，实行
药品零差价销售。“用药价格透明，
从不乱加价，价格很亲民。”村民许
乐山这样夸赞他。他还积极主动
地开展健康教育，每两月更换一次
卫生室的健康教育宣传栏，以便普
及农村卫生知识，赢得了群众的信
赖与好评。他曾入选“滨州好人
榜”。

许建民：信誉至上的乡村好医生

赵银亭，女，1929 年 10 月出
生，惠民县石庙镇归化村村民。归
化村烈士陵园安葬着参加过1941
年“五寨战斗”的48位抗日烈士。
1992年，63岁的赵银亭和丈夫管
宝志承担起了看守村小学和烈士
陵园的工作，后来小学合并迁走，
他们仍然住在距离烈士陵园15米
的旧房子里义务守护烈士墓。28
年里，老人经常为烈士墓清理杂

草、清扫落叶、添置新土。每年到
了清明节，赵银亭老人都会亲手裁
剪出48份板板正正的黄纸，压放
在每个坟头，祭奠英魂。赵银亭老
人说：“烈士们是为咱老百姓牺牲
的，俺是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永
远守护着他们。”现在，11岁的重孙
子经常来帮着扫墓，让两位老人心
里更是欣慰。她曾入选“滨州好人
榜”“山东好人榜”。

赵银亭：坚守信仰守护烈士陵园28年

近日，滨城区北城幼儿园开展了
“童心向太空 共圆航天梦”主题教育
活动。老师组织幼儿观看了神舟
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

的视频，激发了幼儿探求科学知识
的兴趣，进一步培养了幼儿的爱国
情怀。（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向
春 通讯员 张洪新 杜朝霞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吴俊本 报道）为激发学生
就业热情，让学生提前了解招聘
的基本礼仪及流程，近日，滨州
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举行了

“模拟招聘大赛”活动。活动中，
同学们纷纷上台进行“自我推

销”，取得了良好效果。
通过举办“模拟招聘大赛”活

动，让同学们提前了解了就业招聘
的流程和要求，有效提高了在校大
学生的应聘和就业能力，增强了学
生的心理素质，为学生以后应聘
心仪岗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
春 通讯员 张洪新 李宝华 罗幼婷
卜祥丽 报道）为提升校园文化内涵，
助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高质量发
展，近日，滨城区北城英才学校邀请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毓
珣、中国教育智库网战略规划服务
中心主任王丽娜到校，对校园文化

建设“问诊把脉”。
专家团队到校后，首先参观了

校园，了解了北城英才学校的校园
文化建设现状。随后，专家走进课
堂，观摩教师课堂教学，并查阅相关
资料，了解学校主要课程和课堂教
学模式，最后与校领导、中层干部以
及各学科骨干教师分别座谈。经过

一系列了解，专家们从学校发展理
念、环境文化建设、课堂教学改革、
校本课程建设、教师专业发展、学校
制度建设等方面，对北城英才学校
校园文化建设进行了多角度、立体
化梳理，并就校园文化建设具体事
项形成了诊断评估报告。

“在专家团队的指导帮助下，学

校将立足既定优势，以《专家校园文
化建设诊断评估报告》为依托，明确
学校文化建设理念，制定学校发展
规划，力争把英才新校区打造成为
滨州市质量上乘、口碑上佳、具有一
定影响力的学校。”滨城区北城英才
学校校长王建峰说。

专家团队助力北城英才校园文化建设

学习航天知识学习航天知识 激发爱国情怀激发爱国情怀

滨职建工学院
举行“模拟招聘大赛”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讯
员 刘黎明 宋智堂 报道）为促进学生
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帮助学生家长
解决难以按时接孩子放学的问题，
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学以来，无棣县
碣石山镇中学全面落实“5+2”模式，
通过开设兴趣班、社团课和个性化
课程等形式，打造多样化课后服务，

满足家长和学生们的需求。
学期初，各班班主任通过班级

微信群推送、发放《致家长的一封
信》等方式，将课后服务的内容、要
求告知学生及家长，做到了宣传到
位。之后，在完成家长和学生自愿
签订协议、统一实施等程序的基础
上，组织开展了足球、篮球、英语口

语训练、物理实验、化学实验、音乐、
美术、体能训练、作业辅导等丰富多
彩的课后服务活动，让学生自愿选
择感兴趣的课程，激发了学生参与
活动的积极性。

为做好课后服务工作，该校成
立了以校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
组长，各处室主任和年级组长为成

员的“课后服务工作领导小组”，明
确分工，落实责任，让课后服务工作
制度化、规范化。领导小组定期召
开会议督查活动落实情况，及时总
结课后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
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交流、总结，确
保课后服务活动有成效。

无棣县碣石山镇中学：

开展多样课后服务让家长不再“接孩难”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李民 王云森 报
道）想要真正落实“双减”政策，
减轻学生与家长负担，提升课
堂质量是关键。以此为抓手，
惠民县清河镇中学举行了校长
教研工程“校际同课异构赛课”
活动。

活动中，东欣教育集团的两
位青年教师率先登台，为全体语
文教师带来两节初一语文课《秋

天的怀念》，展现了多彩的课堂
空间。在同课异构赛课过程中，
老师们仔细研究教材、研究学
生，因地制宜选择恰当的教学方
法，并及时与组内其他老师一起
探讨、查找资料，不断完善备课
和课堂教学过程。通过举行校
际赛课展示活动，有效增强了教
研组成员的沟通交流，提升了教
师的教研水平，推动了教师的专
业成长。

落实“双减”政策
清河镇中学让“赛课”唱主角

王见南小学
强化师生安全教育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讯
员 刘金辉 吴冬梅 报道）学生安全，
事关千家万户，也是学校开展教育教
学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为提高学生安
全意识，确保学生安全，新学期以来，
沾化区古城镇王见南小学持续加强学
生安全教育。

该校积极贯彻落实“关注安全 关
爱未来”“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等主题
安全教育活动，通过制作安全手抄报、
设置壁报栏、举办消防知识讲座、开展
逃生演练等形式，强化学生安全教育，
打造安全校园环境。同时，该校将每
周五第三节课定为周末安全教育专题
班会，为学生讲解安全出行、防溺水、
安全用电等知识，并通过家长微信群
进行安全知识推送，筑牢家校共育安
全网。

一系列措施的落实，有效增强了
学生和家长的安全意识，为学生创建
了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为打造平安
和谐校园奠定了基础。

9 月 30 日，邹平市第二实验
小学组织223名少先队员参加了
邹平市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
敬献花篮仪式。在黄山烈士纪
念公园，少先队员身穿校服，佩
戴鲜艳的红领巾，整齐列队高唱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用歌
声缅怀先烈，告慰英灵。随后，
少先队员们瞻仰了烈士纪念碑
和烈士壁陵，并为烈士纪念碑敬
献了鲜花。（滨州日报/滨州网记
者 王仪 通讯员 孙庶斌 摄影）

鲜花敬英灵先烈铭于心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滨州市财政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开
户 许 可 证 副 本 丢 失 ，账 号 ：
15759001040011398， 核 准 号 ：
Z4660000097203，声明作废。

滨州市财政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开
户 许 可 证 副 本 丢 失 ，账 号 ：
759001040005580， 核 准 号 ：
Z4660000026703，声明作废。

本人刘秀珍遗失山东齐明置业有限公
司开具的齐明天成苑8号楼1909东室押金
收据一份，收据编号0005311，金额2000
元，声明作废。

本人成子展遗失山东齐明置业有限公
司开具的齐明天成苑8号楼2210室押金收
据一份，收据编号0005010，金额1000元，
声明作废。

本人徐光福遗失山东齐明置业有限公
司开具的齐明天成苑商铺2号楼105室押

金收据一份，收据编号 0005213，金额
2000元，声明作废。

本人李枫遗失山东齐明置业有限公司
开具的齐明天成苑8号楼2211室押金收据
一份，收据编号0013940，金额2000元，声
明作废。

山东省博兴县鸿利达贸易有限公司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
371625228104657，声明作废。

山东建纬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625MA931M4Y5E，注 册 号 ：
3716252800739，声明作废。

山东建纬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公章，编
码：3723280004208，因印章遗失，声明作
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山东建纬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编码：3723280004209，因印章遗失，声
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本人李振亮丢失红星美凯龙惠民开发

区商场2019年7月19日开具B9楼104－

105开业保证金收款收据1张，金额6000

元，票号00000027，特此声明此票作废

邹平市台子镇小卢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书》（正本）编号：

NO:371626-1324111,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N2371626MF29466469,由于保管不

当，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本中心定于2021年10月18日下午3时在

本中心拍卖厅公开拍卖大众等车辆。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

及复印件等，在拍卖会当日12时前到本中心报名处交纳竞买保

证金2万元等报名办理竞买手续。
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报名截止时间

前，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联系电话：0543-3387939、13705437965

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
2021年10月9日

G340东子线沾化绕城段改建工程将于2021年10月10日

至2021年 11月 10日进行平交路口施工，届时将对平交路口

K0+000处（即G340沾化东外环高速收费站南约1.5公里处）和

K1+707.6处（即X023丁家庄子村东北处）进行半幅封闭半幅通

车施工，敬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或提前绕行。

滨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山东科达基建有限公司G340项目经理部

公告
2019年9月12日在邹平市长山镇大

闫村捡拾女性弃婴一名，身体健康。请孩
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邹平
市民政局收养登记处联系，联系电话：4267508，
联系地址：邹平市城南广场东路167号，即日起
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邹平市民政局
2021年10月9日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经

全体股东研究决定，同意注销山东省
博兴县鸿利达贸易有限公司，注册
号：371625228104657。请各债权
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山东省博兴县鸿利达贸易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9日

注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