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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收集意见，充分征求民意，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聊城市烟草专卖局决定于近
期召开“东阿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
定”听证会，欢迎有意参加本次听证会的人
员按照下列要求报名：

一、报名条件
报名人员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报名时间
2022年7月26日18时前。
三、报名方式
（一）电话报名，联系人：杨茂广，联系电

话：0635-3281534。
（二）东阿县烟草专卖局（府前街与710

省道交叉口东150米光明大厦9楼）专卖监
督管理科登记报名。

具体听证时间将通过电话形式另行通
知本人，同时，参加听证人员名单将在东阿
县烟草专卖局政务公开栏公示。

特此公告。
东阿县烟草专卖局
2022年7月5日

听证会公告

机构名称：山东临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关支行
机构编码：B0826S337150016 许可证流水号：00921259
业务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

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从事银行卡（借记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
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其他享有行政许可权的机
构核准或备案并经上级机构授权的业务。

批准成立日期：2006年11月15日
机构地址：临清市新华路天凤苑小区东侧临街楼
邮政编码：252600 发证日期：2022年6月3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聊城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聊城监管分局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经阳谷县人民政府批准，阳谷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
指标要求：（见附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
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
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2 年 7 月 5 日至 2022 年 8 月 2 日到聊城
市公共资源交易网（www.lcsggzyjy.cn/lc-
web）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22 年 7 月 5 日至

2022 年 8 月 2 日到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东昌府区昌润路 153 号市政务中心三
楼CA办理窗口）办理CA数字证书。交纳
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8月2日
16时3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
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22 年 8 月 2 日 17 时 00 分前确认其竞买
资格。

六、网上交易时间自 2022 年 7 月 25 日
9 时 00 分开始，截止时间：2021X-67 号地
块，2022 年 8 月 4 日 9 时 05 分，网上交易期
间竞买人可以在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www.lcsggzyjy.cn/lcweb）进行竞价。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竞买要

求请登录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网（www.
lcsggzyjy.cn/lcweb）查看。

2. 本次挂牌出让土地不接受电话、邮
寄及口头竞买。

3.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
件和竞买须知（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www.lcsggzyjy.cn/lcweb）。

联系地址：阳谷县城区黄山南路 谷山
北路181号

联系人：杨女士 费女士 杨先生
联系电话：0635-7131301

0635-6016889
阳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阳谷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22年7月5日

阳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阳自然资规告字〔2022〕13号 2022/07/05

宗地编号：

2021X-67

出让年限：50年

土地用途明细：

工业用地

场地平整：达到建设要求，具备开工条件基础设施：通路、通讯、供电、供水、排水。

备注：该宗地按“标准地”方式出让，网上交易后，具体要求详见出让文件、竞买须知。

宗地总面积：

11158平方米

容 积 率 ：大 于

1.0不超过2.0

起始价：

301.27万元

宗地坐落：阳谷县西湖镇西聂村，发展路以西

建筑系数(%)：≥40

加价幅度：2万元

绿地率(%)：≤15

保证金：301.27万元

为全面收集意见，充分征求民意，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临清市烟草专卖局决定于近
期召开“临清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
定”听证会，欢迎有意参加本次听证会的人
员按照下列要求报名：

一、报名条件
报名人员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报名时间
2022年7月26日17时前。
三、报名方式

（一）电话报名，联系人：陈鹏，联系电
话：2330709。

（二）临清市烟草专卖局（天桥街 276
号）专卖监督管理科登记报名。

具体听证时间将通过电话形式另行通
知本人，同时，参加听证人员名单将在临清
市烟草专卖局政务公开栏公示。

特此公告。
临清市烟草专卖局
2022年7月5日

听证会公告

为全面收集意见，充分征求民意，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高唐县烟草专卖局决定于近
期召开“高唐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
定”听证会，欢迎有意参加本次听证会的人
员按照下列要求报名：

一、报名条件
报名人员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报名时间
2022年7月26日17时前。
三、报名方式

（一）电话报名，联系人：赵炎，联系电
话：3901655。

（二）高唐县烟草专卖局（政通路西首路
北）监督管理科登记报名。

具体听证时间将通过电话形式另行通
知本人，同时，参加听证人员名单将在高唐
县烟草专卖局政务公开栏公示。

特此公告。
高唐县烟草专卖局
2022年7月5日

听证会公告

因业务发展需要，聊报教育发展有
限公司现面向社会招聘教育培训人员。

一、招聘岗位：教育培训。
二、招聘人数：2名。
三、招聘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违

纪违法行为。
2. 品行端正，勤勉敬业，有团队合

作意识，综合素质强。
3. 第一学历为全日制大学本科及

以上，专业不限。
4. 五官端正，身体健康，年龄不超

过30周岁，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年龄。
5.熟练操作办公软件，熟悉新媒体

运作。
四、招聘流程：
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

按照个人报名、面试、试用、聘用等程序
进行。

（一）报名时间：即日起至7月10日。

报名者须在报名截止日期前将个人
简历、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以及工作经
历证明材料等信息的电子版，统一打包
压缩，以“姓名+应聘岗位”命名的形式
发送至指定邮箱：lcrb2921926@126.com。

（二）面试
根据应聘人员提交的信息资料，对

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初审。通过初审的，

方可参加面试。面试主要考查应聘人
员的综合素质。面试的具体时间、地点
和方式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另行通知。

（三）试用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签订劳动合同，约
定试用期。

2. 试用期内，每月发放生活费，待

遇不低于聊城市最低工资标准。
3.试用人员参加活动，按现有规定

给予绩效奖励。
4. 自觉遵守聊报教育发展有限公

司各项管理规章制度。试用期内，出现
重大差错或违纪违法等行为，立即解除
试用。

（四）聘用

试用期满进行考核，经考核合格，
正式聘用，实行同工同酬。

五、其他
1. 应聘人员需对提供材料的真实

性负责。提供虚假信息、伪造相关材料
者将取消应聘资格。

2. 咨询地址：聊城市东昌东路 105
号聊城日报社

咨询电话：0635-2921926
18663509237
聊报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聊报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招聘启事

为全面收集意见，充分征求民意，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聊城市茌平区烟草专卖局决
定于近期召开“聊城市茌平区烟草制品零售
点合理布局规定”听证会，欢迎有意参加本
次听证会的人员按照下列要求报名：

一、报名条件
报名人员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报名时间
2022年7月26日17时前。
三、报名方式

（一）电话报名，联系人：胡滨，联系电
话：0635-4232779。

（二）聊城市茌平区烟草专卖局（振兴东
路383号）专卖监督管理科登记报名。

具体听证时间将通过电话形式另行通
知本人，同时，参加听证人员名单将在聊城
市茌平区烟草专卖局政务公开栏公示。

特此公告。
聊城市茌平区烟草专卖局

2022年 7 月 5日

听证会公告
为全面收集意见，充分征求民意，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阳谷县烟草专卖局决定于近
期召开“阳谷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
定”听证会，欢迎有意参加本次听证会的人
员按照下列要求报名：

一、报名条件
报名人员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报名时间
2022年7月26日17时前。
三、报名方式

（一）电话报名，联系人：霍辉，联系电
话：0635-6361451。

（二）阳谷县烟草专卖局（狮子楼路 88
号）专卖监督管理科登记报名。

具体听证时间将通过电话形式另行通
知本人，同时，参加听证人员名单将在阳谷
县烟草专卖局政务公开栏公示。

特此公告。
阳谷县烟草专卖局
2022年7月5日

听证会公告

本报讯 （记者 朱海波 通讯员
孙振海 宋雪蕾） 6月27日，山东聚源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中国出口食品
生产企业备案管理系统向海关提交出
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申请，第二天上
午9时，企业就通过系统收到“出口食
品生产企业备案证明”。此时，距企业
提交申请不到24个小时。

山东聚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生产可溶性大豆多糖的农副产品深
加工企业，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客户。
不久前，企业收到国内一家贸易公司
为其代理加工出口的订单咨询，该公

司负责人卢方印说：“如果顺利拿下该订
单，这将是公司产品第一次走出国门”。

卢方印拨通了聊城海关的业务咨
询电话。了解到企业的诉求后，聊城海
关企业管理科科长刘楠结合企业经营
实际，指导企业办理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备案，并就后续企业自主开展出口业
务的通关流程等内容进行详细讲解。

今年以来，聊城海关积极落实海
关总署促进外贸保稳提质10条措施和
济南海关细化 19 条措施，进一步压缩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办理时限，全
力促进全市外贸保稳提质。

聊城海关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再提速

■ 文/图 本报记者 刘桐

“军人持证进店可以免费吃面。”7
月1日，一位顾客来到万达广场周记私
房手工面馆就餐，当老板周盈盈得知
对方是一位退役军人时，马上表示。

“我们商场目前已有120余家商铺
成为拥军门店，商户们根据自身情况
分别给军人、军属提供专属折扣优惠、
套餐等，但是让现役、退役军人免费就
餐的商户，这是唯一一家。”聊城万达商
业管理公司人事行政经理仇建兵介绍。

周记私房手工面馆店面不大，经
营效益远不及一些大饭店，为何给予
军人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周盈盈坦
言：“军人保家卫国不容易，我们也应
该积极为他们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一碗面就十多块钱，与其打折，不如直
接免费。”

同周盈盈一样拥有拥军情怀的还
有聊城星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项目
经理张晓晓。在张晓晓的大家庭中，
她有7个哥哥都在当兵，丈夫是一名退
役军人，自己也曾在部队工作过一段
时间，她深知军人家庭生活的不易。

“我们服务的小区内有很多业主的孩
子都在外当兵，常年不在家，他们的家

庭遇到困难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张晓晓说。

去年，聊城星海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成为东昌府区的拥军企业，张晓晓
积极主动联系区拥军办联合开展拥军
优属活动，在公司人员招聘方面优先

聘用退役军人，扶持退役军人就业，拓
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

“我们在招聘中也会优先考虑退
役军人，退役军人购车我们会给予一
定优惠。”聊城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智军说，他们每

年还会走访慰问辖区内有困难的现役
军人家庭、退伍老兵等，公司内部还组
建了一支3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配合
东昌府区新区街道开展志愿服务。

在东昌府区加入拥军队伍的不仅
有餐饮、汽车、物业等行业，聊城万恒
眼科医院提供拥军病房和拥军床位，
组建了由3名专职人员组成的医疗服
务队，为退役及现役军人家属提供预
约、门诊、住院和生活帮助等服务。

“用心做好服务，体现医院担当。”
聊城万恒眼科医院院长魏自广表示，
他们将强化拥军服务意识、细化拥军
服务标准、实化拥军服务举措，全面提
升双拥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合力提升
军人军属的获得感幸福感，让医疗服
务更贴心，为水城双拥共建工作贡献
力量。

东昌府区双拥工作正规范有序地
向社会延伸，将为广大军人、军属提供
更加优质的服务。目前，该区已成立

“东昌府区爱国拥军联盟”，已有拥军
企业39家，商铺496家，社会组织1家，
将在多个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领
域，持续为军人、军属提供各种优惠优
待政策。

拥军店里的拥军情拥军店里的拥军情

聊城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智军正在挂“拥军店”铭牌

因S1济聊高速聊城西互通立交改建工程施工，为确保交通安全和施工安全，经主管
部门批准，2022年7月6日至2022年8月31日将对S1济聊高速K87+000—K90+700段实
行交通管制和借道行驶，对聊城西收费站进出口匝道实行间断封闭。在此期间请过往
车辆注意安全警示标志，按标志提示谨慎行驶。施工期间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司乘人员
支持配合，并予谅解。

聊城西收费站入口封闭时间：2022年7月6日—7月12日；
2022年7月18日—7月25日；2022年8月1日—8月5日。
聊城西收费站出口封闭时间：2022年8月6日—8月13日。

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德莘运管中心
聊城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

山东东方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S1济聊高速聊城西互通立交改建工程项目部

2022年7月5日

施工公告

（上接1版）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93
处矿山的生态修复，面积9000余亩。

张玉录介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还大力实施防沙治沙，推行大网格
套小网格林粮间作模式，在沙化区域
农田林网内推广10米行间距的造林模
式，栽植杨树、枣树经济林，间作小麦、
地瓜、花生等，形成大网格套小网格的
林粮间作模式，提高了防沙治沙效果

和经济效益；推行沙区治理与旅游融
合发展模式，在重点沙区探索建设生
态公园、森林公园等，全市沙区已建
立各类公园 20 余处；推行治沙防护林
带与林果产业带相结合等创新典型
沙化治理模式，支持鼓励发展沙区特
色优势产业，打造出了一批集板材加
工聚集地、特色林果于一体的富民产
业区。

让绿色发展底色更明亮

（上接1版）“在这一过程中，教师
的视野变宽了。”该校党委书记刘万军
说，“大家不再局限于某个学科，而是
把学生的成长放在更大的群体、更长
时间的发展中考虑，以此打造整体化
课程结构，实现全科育人。”

对课程体系的严格把关是第一
步，利用有限延时时间最大限度塑造
好每个学生同样重要。

临清市民族实验中学校长马芹介
绍，每次课后延时服务开展前，教师都
要进行大量的资料整理以及细致入微
的课堂设计，每节课的备课标准也与
正常授课别无二致。

学校、教师的用心投入，换来了学
生的积极参与。该校学生马晨阳说：

“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在老师的带领下
学习剪纸，这学期学会了很多新花样，
感觉既充实又开心！”

市教体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5
月30日，全市应开展课后延时服务的
义务教育学校730所，现已全部开展，
实现了课后延时服务100％全覆盖，做

到了“一地一案”“一校一案”；参与学生
569538人，参与率达90.57%；“5+2”全程
参与学生509646 人，占参与学生数的
81.05%；参与教师 36282 人，参与率达
93.36%。

“课后延时服务开展后，孩子们的
课后生活更丰富了。”阳谷县第二实验
中学学生家长王红新说，“对能否真正
给孩子减负这件事，我周围很多家长
已经从犹豫不决变为乐观坚定，大家
都在思考怎么为孩子提供高质量陪
伴。”

“双减”推动教育改革大棋局

“双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处在
教育关系网络中的各方都需要改变。
在聊城，这种改变已逐渐成为现实。

学生的变化最明显。东阿县实验
中学教师张文静说，学生们的面貌“日
新月异”，“有了高效课堂，学生学习的
效率提高了；有了趣味作业，他们学习

的兴趣更浓厚；社团课的开展，让每个
孩子都发现自己的闪光点；走在校园，
看到的每个孩子都精气神十足……”

对于家长而言，评价孩子的“参考
系”已然重构。按照遵规定守纪律、讲
文明有礼貌、勤学习爱读书等内容，莘
县国棉学校制定星级评价标准，该校
学生家长任琪说：“以前，我们只关注
儿子的学习成绩，实施星级评价后，我
们就能清楚看到他的全方位成长。”

对于学校与教师而言，增强学校
育人的主阵地作用越发重要。自“双
减”政策出台后，度假区教研室组织教
研员系统研读国家“双减”政策，开展

“双减”专题研讨会。如今，提升课堂
质量、优化课后延时服务，已是全区学
校共同努力的方向。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教培行
业也走向了转型。在冠县，24个片区
网格化监管机制的构建带动校外培训
机构果断转型，守好“有益补充”定位。

另外，放眼我市教育改革的棋局，
“双减”这枚棋子的落地，推动了教育

的整体变革——
度假区实验中学校长杨兴亮说，

“双减”与中高考改革之间的作用和影
响是双向的、交互的，这也倒逼学校优
化课程设计，强调基础落实，注重教学
实际，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聊城市技师
学院等多所职业院校与中小学开展紧
密合作，在认知教育、劳动教育、职业
规划、社会实践开展等多方面提供帮
助，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
变“双减”为“双赢”；

另外，幼小衔接不断规范，各幼儿
园重点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以及自主生活的能力。对此，高新区
第二实验幼儿园家长刘伟十分感慨：

“身边的家长不再以孩子‘会多少’作为
评价标准，而更关心核心素养的培养。”

……
一系列举措显示，聊城教育正在

以“双减”为契机，构建教育发展新格
局。这些改变，既是为了孩子更好地成
长，更是为了让他们拥有更好的明天。

从减负调整走向格局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