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全面强化防范养老诈骗宣传力度，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提升老年人防范养老诈骗能力，近日，单县公安局组织民警
深入辖区公园，开展防范养老诈骗宣传活动，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活动现场，民警通过发放宣传手册、面对面讲解、以案释法
等方式，提醒老年群众防范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等名义实施的养老诈骗方式，引导老年人树立健
康的消费观念。 通讯员 李猛 记者 胡德光 摄

为提高群众的安全意识和自觉守法意识，8月 26日晚，郓城县开展酒醉驾夜

查行动。行动中，执勤民警对过往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排查，对有酒后驾驶嫌疑

的驾驶员利用酒精检测棒、呼气式酒精检测仪进行检测。检查同时，执勤民警还

加大对涉牌涉证、超员超速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并对驾驶员进行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其交通安全意识。 记者 胡德光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李增强 记者 胡德光）
8月 22日晚，市开发区车站派出所民警在
赵王河松花江桥附近步行巡逻时，遇到群
众现场求助，警民携手帮助找回“捉迷藏”
走散迷路的女童。

当日 22时许，车站派出所民警步行巡
逻至松花江桥附近时，遇到市民高女士求
助，其 8岁女儿与姐姐在赵王河附近玩捉
迷藏，由于孩子太小对周围的路况不熟
悉，两人不慎走散，姐姐寻找很长时间未
找到妹妹，在约定的地方也未等到妹妹出
现，便急忙回家告知母亲高女士。

高女士十分着急，迅速赶到现场在周
边寻找，寻找过程中遇到巡逻民警立即上
前求助。民警一边将情况通报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和周边其他巡逻警力，一边
和现场群众一起迅速展开搜寻。周围水
域宽广，且小姑娘失联近一个小时，为避
免发生危险，车站派出所调度附近警力支
援搜寻，在现场群众帮助下最终将走散迷
路的小姑娘找到，并安全送回高女士身
边，赢得现场点赞。

本报讯（通讯员 张广亮 记者 胡德光）
“感谢民警同志，为俺找回了丢失的羊。”8
月 24日上午，定陶区张湾镇苏家村农民苏
新旺将一面写有“雄风扬警威，神速破窃
案”的锦旗送到了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张湾
派出所。

原来，7月 31日一大早，苏家村肉鸭
养殖户苏新旺发现自己拴在鸭棚门口的
三只山羊不见了，拴羊绳被剪断的痕迹清
晰可见，便到张湾派出所报了案。接到群
众报警以后，民警立即赶到位于苏家村北
的苏新旺肉鸭养殖场。这里地处偏僻，道
路坑坑洼洼，四处都是庄稼地，仅有的一
个摄像头还损坏了，给破案带来了一定的
难度。

民警通过询问失主、现场勘查，断定
是当地人作案。此时，失主苏新旺又提供
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就在前不久，一个
村民曾来到过他的鸭棚里，问他山羊卖不
卖，然后就走了。于是，民警通过调查监
控和摸排，很快就锁定了盗羊嫌疑人杨某
某，并在其家中找到了赃物。

杨某某对自己的盗窃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已受到了行政拘留的处罚。

孩童贪玩走失
警民联手寻回

村民山羊被盗
民警迅速找回

防诈普法进公园防诈普法进公园

夜 查 酒 驾 不 放 松夜 查 酒 驾 不 放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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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德光）为提升司法
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日前，曹县检察院
主动邀请人民监督员开展案件质量评查
活动，充分听取人民监督员意见建议，助
力提升检察办案质效。

此次案件评查范围为曹县检察院
今年办理的“四大检察”各类型案件。3
名人民监督员随机抽取 6件案件，采取
查阅纸质卷宗方式，对照案件质量评查
标准，从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
用、办案程序、文书规范等方面进行全
面细致的“把关”评查，深入查找办案中
存在的问题，逐案填写《案件质量评查
表》和《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办案活动
意见建议》，提出评查意见和相应整改
建议。

参与评查的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
主动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案件质量评查
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一致认为此次被

评查的案件均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文书规范、适用法律准确，纷纷表
示通过参与此次评查活动，对检察机关
办案工作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和
认识，检察机关主动接受外部监督，敢于
刀刃向内、动真碰硬，将所办案件“晒”出
来，体现了检察机关的责任与担当，进一
步提升了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提高
了司法办案透明度。

曹县检察院负责同志表示，下一步，
曹县检察院将常态化邀请人民监督员开
展案件质量评查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监
督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
进一步完善强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
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的沟通联络机制，
主动问需问计问效，凝聚内外监督合力，
提升司法透明度，助推办案质效提升，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

本报讯（记者 胡德光）8月 24日，成
武县九女集派出所成功破获系列盗窃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一名，追回被盗电动
自行车 6辆。

8月 15日下午，九女集派出所接群
众报警称：放在停车场的电车被盗。接
到报案后，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开
展工作，通过现场勘查走访调查，调阅周
边的视频监控进行分析，迅速锁定了嫌
疑人乔某有作案嫌疑。经过民警侦查，
发现嫌疑人乔某自 2018年以来因涉嫌盗
窃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具有一定
的反侦察能力，由于居住地点不固定，出
没时间无规律，给抓获工作带来极大困

难。针对上述情况，办案民警克服不利
因素，主动出击，经过连续几天的走访摸
排和蹲点守候，于 8 月 24 日将乔某抓
获。到案后，犯罪嫌疑人乔某如实供述
了盗窃电动自行车的犯罪事实。

经查，8月份以来，犯罪嫌疑人乔某
采取事先踩点、夜间实施盗窃的方式，先
后多次潜入成武县张楼镇、苟村集镇、九
女集镇、城区等地盗窃电动自行车 6辆。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民警已将被盗
车辆如数追回。

目前，犯罪嫌疑人乔某已被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本报讯（记者 胡德光）近日，巨野法
院民一庭审理了一起噪声污染责任纠纷
案件，判决被告采取措施，将噪声降到标
准要求以下。

原告毕某一家居住的房屋位于被告
公司所建设和管理的公路一侧十余米
处。毕某以公路上车辆行驶产生噪声，
尤其是夜间噪声严重超标影响一家人的
正常生活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
告公司停止侵害，采取降噪措施，确保房
屋声环境达到环保部门规定的标准，并
要求支付精神赔偿金及相应经济损失。
被告公司认为其公司已经按照批准的设
计规划、国家标准设置了噪音防护措施，
满足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对毕某不存
在任何的侵害行为。双方无法达成调解
协议。

法院审理认为，毕某居住的房屋建
造在前，涉案公路建设在后，该公路通车
后，毕某房屋被迫坐落于交通干线旁。
因毕某居住的房屋坐落于对环境噪声污
染标准要求较高的村庄，其噪声污染标
准限制应当按照村庄或居民区的标准确
定。经鉴定，毕某的房屋夜间的环境噪
声超过了标准要求，毕某正常的生活受
到来自公路的噪声污染干扰。被告公司
作为该段公路的经营管理者，有责任采
取措施减轻交通运输噪声影响。因此，

对毕某要求被告公司停止侵害，采取降
噪措施，确保所居住房屋声环境达到环
保部门规定标准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
支持。毕某居住环境虽然噪声超标，给
毕某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客观
存在，但鉴于毕某未能提供证明其因噪
声污染造成实际损害的相关证据，因此，
对毕某要求被告公司支付精神损害赔偿
金和经济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
支持。鉴定费系因被告公司原因造成毕
某居住的房屋声环境超标，为毕某实际
支出的费用，毕某要求被告公司支付，符
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法院判决，由被告公司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三十日内采用修建隔音墙或其
他有效措施，将毕某居住的涉案房屋室
外夜间噪声降到标准要求以下；由被告
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
毕某鉴定费 5000元；驳回毕某的其他诉
讼请求。

曹县检察院：

请进来监督 走出去问效

成武警方侦破一连续盗窃案

噪声污染惹人烦 法院判决应降噪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系青年、心向
青年，饱含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对共青团事业
的高度重视。”

“我们要时刻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
托，树立远大理想，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
地、奋发进取，用拼搏展现青春风采，用奉
献书写青春华章，在实现突破菏泽、后来
居上的新征程上施展理想抱负、贡献青年
力量。”

日前，市委政法委机关青年理论学习
小组组织开展专题学习活动，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
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上，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结合工作和学习体会，
谈感受、说打算。

“通过此次学习，大家进一步坚定了理
想信念，有助于吃透讲话精神、掌握核心要
义、把握实践要求，有助于激励青年政法干
部刻苦学习业务知识，努力成为一名忠诚

干净担当的青年先锋。”市委政法委机关青
年理论学习小组负责同志表示。

青年者，国家之魂。市政法系统充分
认识青年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必要性，依托
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推动青年干部理论学
习“热”起来、“动”起来、“活”起来、“实”起
来，为推动政法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
实思想基础。

广泛宣传发动，推动青年干部理论学
习“热”起来。全市政法机关把抓好青年干
部理论武装纳入党建工作要点，全过程指
导、各环节把关，及时研究解决青年理论学
习存在的问题，确保每名青年干部均有所
学、有所获。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政
法系统青年理论学习的意见》，组织 40岁以
下青年干部成立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搭建
起青年干部学习交流的实效平台。聚焦学
习成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学习前充分
征求意见建议，学习后及时梳理复盘，总结
经验、改正不足，持续提升青年理论学习小

组的学习效果。
突出理论学习，推动青年干部理论学

习“动”起来。把理论学习放在重要位置，
第一时间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
讲话最新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把握其蕴含
的精神实质、丰富内涵。积极探索“互联
网＋”青年干部学习机制，加强日常学习劲
头，形成天天学习、人人参与的良好学习氛
围。

丰富活动形式，推动青年干部理论学
习“活”起来。市检察院创办青年干部“星
光课堂”，打造“校园课堂式”平台，有效激
发了检察队伍的活力；单县县委政法委创
新开展“诵读诗词学党史”“红色电影配音”
等主题活动，引导青年干部牢记初心使命、
勇于担当作为；巨野检察院每月组织一次
青年干警“读书办案分享会”，经常性开展
案例论辩赛、应知应会知识竞赛等，鼓励青
年干部在本职岗位上脱颖而出。

强化学用结合，推动青年干部理论学

习“实”起来。市委政法委建立完善见义勇
为人员长期跟踪服务制度，定制个性化帮
扶方案，为见义勇为人员及其亲属提供公
益帮扶、困难救助。市法学会组织开展青
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提升
群众学法守法遵法用法的法律意识；市法
院选派优秀青年干部担任学校课外辅导员
和学校法制副校长，开展以案说法、以案普
法活动。牡丹区委政法委成立星火平安建
设志愿服务队、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常态
化开展创城宣传、入户走访、环境卫生整治
和疫情防控等志愿服务活动。

市委政法委负责同志表示，青年，是国
之未来，国家之魂。全市政法系统将以青
年理论学习小组为重要抓手，聚焦青年干
警政治理论学习，引领青年干警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推动
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能，以优异业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记者 胡德光

点亮“信仰灯塔”疏浚青春之“源”
——市政法系统深入开展青年干部理论学习

经郓城县人民政府批准，郓城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以挂牌方式出让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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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下表）：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
可参加竞买；本次出让可以独立竞买，也可
以联合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采用增价竞价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
则确定竞得人。

四、申请人可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至
2022年 9月 26日，登陆菏泽市自然资源交
易系统（http://zygh.heze.gov.cn/）查询或下
载相关文件，按网上交易文件规定的操作程
序参加相关地块的竞买活动。

五、申请人可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至
2022年 9月 26日（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时
间为准，下同）登陆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
并交纳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按网
上交易系统提示操作，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
止时间（到账时间）为 2022年 9月 26日 16时
（以网上交易系统到账时间为准,因银行保
证金系统到账存在时间差，建议竞买申请人
保证金交纳时间适当提前）。

六、本次挂牌宗地均按土地现状出让，
竞买申请人可到现场踏勘挂牌出让地块，如
有需要，也可向出让人提出申请带领前往现
场踏勘。挂牌申请一经受理确认后，即视为
竞买人对挂牌程序中涉及到的相关文件及
地块现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

七、网上挂牌报价时间：2022年 9月 19
日9时00分至2022年9月28日11时00分。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本次出让仅接受网上竞买申请，不接
受除网上以外其他形式。

其他事项详见出让须知及出让文件的规
定。

本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更，将发布变
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九、联系方式及银行账号
地址：临城路中段 53号
开户名：郓城县会计结算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郓城县支行
账号（以竞买人报名时的子账号为准）：

100139099700010001
联系电话：0530—6993067
十、CA数字证书办理
地址：郓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信息中心

郓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 8月 29日

郓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郓自资规告字[2022]13号

地块

编号

S161107

S102801

土地位置

清泽路以南，公明路以西

220国道以西，迎宾路以北

土地面积

（m2）

4399

10238

土地

用途

商住

商业

出让

年限

商业 40 年

住宅 70 年

商业 40年

规划设计指标

容积率

地上≤2.0

地下≤2.0

地上≤1.2

地下≤1.0

绿地率

≥30%

≥25%

建筑密度

≤30%

≤40%

起始价

元/平方米

900

750

万元

395.91

767.85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00

460

增加

幅度（万元）

6

15

一、项目信息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菏泽市水务集团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菏泽市巨野县
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13717571666
邮箱：swjt6169131@163.com
评价单位：江苏河海环境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宋工
联系电话：18866612526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www.hezeswjt.com/h-

nr--0_733_11.html
三、公众意见表获取方式
请联系建设单位联系人或评价单位联

系人
四、征求意见范围
项目周围的居民或关心本工程环境

保护工作的其他公众
菏泽市水务集团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31日

菏泽市南水北调调蓄及供水保障工程（巨野）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党报信誉 权威发布

公告声明
联系电话：5969516

尊敬的龙翔悦庭A5-2502谷法文、A9-1101安
森浩、A5-2604郑作华、B7-1401周福建、B7-0704
李国亮、B2-1805朱天振、A10-2102陈冬梅；耿庄龙
翔檀府花园 5-01103贾玉兰、17-02003张桂英（先
生/女士）：

您所购买的龙翔中央悦府（龙翔悦庭）项目
A5#、A9#、A10#、B2#、B7#楼，龙翔中央檀府（耿庄龙
翔檀府花园）项目 5#、17#楼住宅/商业，您与我公司
签订的《龙翔中央悦府住宅客户认购协议书》/《耿庄
龙翔檀府花园住宅客户认购协议书》/《耿庄龙翔檀府
花园商业客户认购协议书》，在约定的时间内，未按
照约定前往龙翔中央檀府/中央悦府售楼处办理相
关按揭手续或付清全款，请于 2022年 9月 3日前至
龙翔中央檀府/中央悦府售楼处办理相关按揭手续
或付清全款，如未能在约定时间办理相关手续，我公
司视为您放弃认购权，我公司将根据签订的相关协
议作如下处理：

1、我公司将于 2022年 9月 3日起宣布该《龙翔
中央悦府住宅客户认购协议书》/《耿庄龙翔檀府花园
住宅客户认购协议书》/《耿庄龙翔檀府花园商业客户
认购协议书》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作废，同时双方
签订的《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作废，并取消与之
相关的一切购房优惠条件；

2、我公司将您认购的房屋及车位使用权另售，
且不再另行通知，定金不予退还。如需重新购买，将
执行现行销售价格，具体以售楼处告知为准。

特此通告！
营销中心电话：0530—7516999

菏泽龙翔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30日

龙翔中央悦府（龙翔悦庭）/龙翔中央檀府
（耿庄龙翔檀府花园）清退房处理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