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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刘 森 370404198912285019
孙 正 370404199105302411
鲍 磊 370404198908100018
李晓驰 370402198901026510
黄星帏 37040419880706541X
宋子奥 370402199309171510
杨翠红 130427198906242143
孙大帅 370404199310180038
王乐平 370406199105085093
赵亚洲 370481199209104519
田 阔 37048119920119007X
郝 亮 37040319950414221X
王文博 370481198907201338
黄春翔 370481199206290053

王小雪 370402199002011045
姜洪洲 370402199302071015
米 鹏 370402198404040119
刘凯莉 370402199105180028
孔令辉 370404199110080016
蒋 文 370402198706112528
孙文博 370404199110103353
赵 超 370405199107064011
杜 斌 37048119921013001X

以上人员因个人原因离职后，公
司已多次通知前来办理解除劳动合同
手续，但本人未办理。现登报公告，
请以上人员于10日内到公司办理解除
劳动合同手续，逾期视为以上人员已
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枣庄市心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4日

遗失声明
▲曹德元购德圣房产公司新大都花园9

号楼2单元901室，购房合同编号1111310合
同一式四份，丢失的一份声明作废。

▲徐梦鑫《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号码为：
O370218817，声明作废。

▲高邦皓《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号码为：
O371980353，声明作废。

▲张文宝不慎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第
二联、第三联丢失，发票代码：137131625306，
发票号：00201361，日期：2018年2月月10
日，金额：壹拾叁万玖仟壹佰肆拾伍元叁角整

（￥139145.30），声明作废。
▲枣庄市薛城区孙家老店综合批发部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
370403600102139，声明作废。

▲山东鑫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公章丢失，

编号为：3704025000468，声明作废。
▲肖建中不慎将购买樱花园小区10号楼

2 单元 801 室的购房收据丢失，收据号：
0003756，金额：贰拾万元整（￥200000.00），
日期：2013年6月27日，声明作废。

▲枣庄市峄城区英杰家庭农场营业执照
正 本 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404MA3C570Y8Q，声明作废。

▲峄城区慈铭养殖场营业执照正本丢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70404MA3DC-
NUW5Q，声明作废。

▲周琨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号码为：
J371429301，声明作废。

▲满昊然《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号码为：
L370582489，声明作废。

▲枣庄全友家居有限公司不慎丢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4005614035128，声明作废。

陈彭彭：
你好，由于多次通知你来办理购房手续都拒不

配合，现公司决定登报公示。请你于 2018 年 2 月
23日前至凤凰水城售楼处交付尾款、签订合同及办
理购房手续等业务，否则公司按照个人违约处理，
我公司将收回房产，退还首付，此公示对你造成的
影响也由你个人承担。

枣庄市台儿庄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

公 示
抱犊崮林场 6668个/cm3

古石榴森林公园 3576个/cm3

徐庄林场 5996个/cm3

杨峪森林公园 3620个/cm3

运河湿地公园 3158个/cm3
红荷湿地公园 3629个/cm3

牛郎山森林公园 3337个/cm3

市林业局办公院 919个/cm3

枣庄市林业局2018年2月13日发布

枣庄市重点林区
空气负氧离子浓度

浪漫情人节，相聚在开
元。枣庄开元凤鸣山庄推出

“情人节双人套餐”促销活
动。2月14日当天，“浪漫双
人烛光套餐”仅需88元，套
餐包含：菲力牛排/西冷牛排
各一份（配煎蛋、意面）、特

色素菜汤两份、炸薯条一
份、水果沙拉一份咖啡、柠
檬水各两杯，宾客可通过美
团官网购买或在酒店枫丹白
露咖啡厅现场购买。让您在
温馨浪漫中，体验一段浪漫
与美食的真爱之旅。

枣庄开元凤鸣山庄推出
“情人节双人套餐”促销活动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
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
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宋平、李岚清、曾庆红、吴
官正、李长春、罗干、贺国强、刘云山和田纪云、迟浩田、姜春
云、王乐泉、王兆国、回良玉、刘淇、吴仪、曹刚川、曾培炎、王
刚、孟建柱、郭金龙、王汉斌、何勇、赵洪祝、王丙乾、邹家华、王
光英、铁木尔·达瓦买提、彭珮云、周光召、曹志、李铁映、司马
义·艾买提、何鲁丽、丁石孙、许嘉璐、蒋正华、顾秀莲、热地、盛
华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华建敏、陈至立、周铁农、司马义·
铁力瓦尔地、蒋树声、桑国卫、唐家璇、梁光烈、戴秉国、肖扬、
韩杼滨、贾春旺、叶选平、杨汝岱、任建新、宋健、钱正英、孙孚
凌、胡启立、赵南起、毛致用、王忠禹、李贵鲜、张思卿、张克辉、
郝建秀、徐匡迪、张怀西、李蒙、廖晖、白立忱、陈奎元、阿不来
提·阿不都热西提、李兆焯、黄孟复、张梅颖、张榕明、钱运录、
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邓朴方、厉无畏、陈宗兴、王志珍等老
同志，向老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衷心祝愿老同志们新
春愉快、健康长寿。

老同志们对此表示感谢，高度评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对习近平总书记作
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表示衷心拥护。老同志们希望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看望老同志

新华社成都2月13日电 中华民族传
统节日农历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
四川，就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进行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向全
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初春的巴蜀大地，春寒料峭，蕴含着
勃勃生机。2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在四
川省委书记王东明、省长尹力陪同下，来
到凉山彝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成都市等地，深入村镇、企业、社
区，考察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在汶川考察灾后恢复重建发展情况，给各
族干部群众送去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地处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
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四川省民族类
别、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由于自然
条件差和发展相对不足，该州是全国集中
连片深度贫困地区之一，17个县市中11个
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习近平十分
惦记这里的群众。11日上午，雪后的大凉
山艳阳高照，沿途雾凇银光闪闪。习近平
乘车沿着坡急沟深的盘山公路，往返 4 个
多小时，深入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县三岔河
乡三河村和解放乡火普村看望贫困群众。

三河村平均海拔2500多米，是一个彝
族贫困村。习近平沿着石板小路步行进
村，察看村容村貌和周边自然环境。他先
后走进村民吉好也求、节列俄阿木 2 户贫
困家庭看望，详细观看门前的扶贫联系
卡，同主人亲切拉家常，询问生活过得怎
么样，发展什么产业，收入有多少，孩子
有没有学上。他饶有兴趣地听10岁小女孩
吉好有果唱《国旗国旗真美丽》，并带头鼓
掌。在村民节列俄阿木家，习近平同村民
代表、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围坐在火塘边，
一起分析当地贫困发生的原因，谋划精准
脱贫之策。大家用朴实生动的语言表达了
见到总书记的喜悦和幸福，畅叙了党和政
府对彝族同胞的关怀关爱，述说了脱贫攻
坚行动给乡亲们带来的大量实惠，人人都
边说边激动得流泪。习近平饱含深情地
说，我一直牵挂着彝族群众，很高兴来到
这里，看到大家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心里
十分欣慰。得知近年来村里大力发展种养
业，引进优良品种的牛猪羊，家家户户种
植了马铃薯、核桃、花椒，农民收入持续
增加，习近平十分高兴。他强调，发展特
色产业、长期稳定致富，都需要人才。要
培养本地人才，引导广大村民学文化、学
技能，提高本领，还要移风易俗，通过辛
勤劳动脱贫致富。习近平指出，我们搞社
会主义，就是要让各族人民都过上幸福美
好的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特别是在深度贫困
地区，无论这块硬骨头有多硬都必须啃
下，无论这场攻坚战有多难打都必须打

赢，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民族、
每一个家庭。

解放乡火普村是易地扶贫搬迁的新
村，搬迁新房沿公路依山而建。习近平走
进贫困户吉地尔子家的新居，在院内平台
远眺火普村全貌，听取该村推进易地扶贫
搬迁、彝家新寨新村建设、产业扶贫和公
共服务保障等情况介绍，随后进屋察看住
房功能布局，了解一家人生产生活情况。
习近平指出，这里的实践证明，易地扶贫
搬迁是实现精准脱贫的有效途径，一定要
把这项工作做好做实。搬迁安置要同发展
产业、安排就业紧密结合，让搬迁群众能
住下、可就业、可发展。

离开村子时，身着彝族盛装的村民们
排起长队，齐声向总书记问好，向总书记
拜年。村党支部书记代表村民向总书记献
上彝族传统服饰查尔瓦，表达对总书记的
爱戴之情。习近平同乡亲们亲切握手，祝
乡亲们新春吉祥、生活越来越好。村民们
又动情唱起《留客歌》。掌声、歌声、欢呼
声在村子里久久回荡。

当天下午，习近平从西昌前往成都。
一下飞机，便来到天府新区考察。天府新
区于 2014 年 10 月获批为国家级新区。习
近平结合视频、沙盘、展板，详细了解兴
隆湖生态治理成果、沿湖产业规划布局、
中国 （四川）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情况。
他指出，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一定要规划
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
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
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电子信息产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产
业。习近平十分关心这一领域的最新进
展。在成都中电熊猫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习近平听取了公司总体情况和四川省、成
都市电子信息产业情况介绍，察看企业自
主可控网络信息安全产品，并深入车间观
看新一代液晶面板生产工艺流程。他勉励
企业抢抓机遇，积极发展军民融合产业，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推
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
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
变。

今年是“5·12”汶川特大地震 10 周
年。10年前的那场大地震，山崩地裂，满
目疮痍，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灾区恢复重建怎么样？群众日子过得怎么
样？习近平十分牵挂。12日上午，他专程
来到阿坝州汶川县映秀镇。这里是汶川特
大地震震中地。10 年前地震发生后不久，
习近平就冒着余震来这里考察抗震救灾情
况，慰问受灾群众。10年过去了，这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片祥和安宁。习
近平首先来到漩口中学遗址，向汶川特大
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
敬献花篮，并三鞠躬。他叮嘱一定要把地

震遗址保护好，使其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之后，习近平前往映秀镇场镇。这里
街道规划有序，店铺林立，年味很浓。习
近平在街道入口处下车，结合展板听取汶
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及发展情况汇
报。他强调，灾后恢复重建发展取得历史
性成就，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领
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在推
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继续发力，
把人民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蒋维明一家在这里经营“茶祥子”制
茶坊，带动了当地一批群众靠采茶制茶脱
贫致富。一家人热情邀请总书记到店里看
一看。习近平察看了传统黑茶制茶工序，
亲自体验酥油茶制作流程。听说店里的窝
窝茶远销“一带一路”沿线，习近平希望
他们精益求精、创造名牌，为“一带一
路”建设多作贡献。

不远处的博爱新村饭店正忙着准备午
餐。习近平来到店前，关切询问生意好不
好，一年能挣多少钱。店主杨云刚向总书
记汇报，托党的福，小店旺季淡季客人都
不少，收入养活全家 6 口人还有富余。习
近平听后很高兴。在主人邀请下，他愉快
地参与炸酥肉、磨豆花，边体验边同一家
人交流，一幅其乐融融的场景。习近平同
闻讯赶来的居民群众亲切交谈，祝大家在
用勤劳双手建设美好生活上取得更大成绩。

离开映秀镇，习近平又来到率先推行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成都市郫都区战
旗村考察。该村是全国文明单位、四川集
体经济十强村，村集体资产达到 4600 万
元，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 460 万元，村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6万元。习近平进入

“精彩战旗”特色产业在线服务大厅，察看
特色农副产品和蜀绣等手工艺品展示，观
摩人人耘“互联网+共享农业”互动种养平
台操作，还自己花钱买下一双当地群众做
的布鞋。习近平强调，党的十九大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加快农村发展、改
善农民生活、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大战
略，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中之重，把生活富裕作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中心任务，扎扎实实把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好。

春节在即，村里照全家福、写春联福
字、包汤圆等新春民俗活动丰富多彩。习
近平每到一处，都驻足同群众交流，他
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让人民过上好日
子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宗旨。”临行
前，村民们欢呼着簇拥上来向总书记拜
年，习近平热情同村民们打招呼，祝乡亲
们安逸舒适、新春快乐、阖家幸福。

13日上午，习近平听取了四川省委和
省政府工作汇报，对四川各项工作取得的
成绩给予肯定，希望四川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锐意进
取，埋头苦干，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九大指明了党和
国家事业前进方向，为中国这艘承载着13
亿多人的巨轮前行立起了新航标。全党全
国全社会要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参悟透、领
会好，更好把握党的十九大各项战略部署
的整体性、关联性、协同性，把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同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
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实践贯通起来。
要多调研、摸实情，盯住抓、抓到底，崇
尚实干、力戒空谈、精准发力，让改革发
展稳定各项任务落下去，让惠及百姓的各
项工作实起来。

习近平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要夯实实
体经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创
新驱动，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要抓好生态文
明建设，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美
丽城镇和美丽乡村交相辉映、美丽山川和
美丽人居有机融合。要增强改革动力，形
成产业结构优化、创新活力旺盛、区域布
局协调、城乡发展融合、生态环境优美、
人民生活幸福的发展新格局。

习近平指出，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常怀忧民、爱民、惠民之
心，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
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解决好同老
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就业、医疗卫
生、社会保障、社会稳定等民生问题，使
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要坚持抓发展、抓
稳定两手都要硬，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在全国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决策部署，
把社会稳定工作做得更细致、更扎实、更
紧密。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
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
党的根本性建设，这是有深远考虑的，也
是有充分理论和实践依据的。要坚持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
识”，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
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
绝。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
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
宪法意识，带头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
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要严格执
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全面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涵养积极健康
的党内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
治生态。

丁薛祥、刘鹤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陪同考察。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四川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祝福全国各族人民新春吉祥
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
中央纪委对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央网信办原主任鲁炜严
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经查，鲁炜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阳奉阴违、欺
骗中央，目无规矩、肆意妄为，妄议中央，干扰中央巡视，野心
膨胀，公器私用，不择手段为个人造势，品行恶劣、匿名诬告他
人，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群
众纪律，频繁出入私人会所，大搞特权，作风粗暴、专横跋扈；
违反组织纪律，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廉洁纪
律，以权谋私，收钱敛财；违反工作纪律，对中央关于网信工作
的战略部署搞选择性执行；以权谋色、毫无廉耻。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鲁炜身为党的高级干部，理想信念缺失，毫无党性原则，
对党中央极端不忠诚，“四个意识”个个皆无，“六大纪律”项项
违反，是典型的“两面人”，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知止，问
题严重集中，群众反映强烈，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
典型，性质十分恶劣、情节特别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
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鲁炜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
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有关国家机
关依法处理。

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央网信办原主任
鲁炜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涉嫌
受贿一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经依法指定管辖，移
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近日，天津市人民检
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孙政才享有
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孙政才，听取了其辩护人的意
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指控：孙政才利用其担
任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书记、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农业部部长、中共吉林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
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
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天津检察机关依法对孙政才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
共中央纪委对山东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季缃绮严重违
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季缃绮严重违反政治纪律，转移涉案款物，对抗
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
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低价购买住房，违规持有非上市公
司股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吞巨额公共财物涉嫌贪污
犯罪，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季缃绮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贪欲膨
胀，中饱私囊，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法犯罪，性质
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
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
给予季缃绮开除党籍处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给予其
开除公职处分；免去其第十一届山东省委委员职务；终止其
山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
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山东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
季缃绮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2月13日，中国选手刘佳宇在比赛中后庆祝。
当日，在凤凰雪上公园举行2018年平昌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决赛中，中国选手刘佳宇以89.75分的成

绩获得银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的首枚奖牌。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 摄）

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刘佳宇获得银牌

据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记者 朱基钗） 中央纪
委监察部网站消息，近日，中央纪委印发《关于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的意见》。《意见》指出，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
求，充分认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上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为打
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攻坚仗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意见》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问题导向，找
准扫黑除恶与反腐“拍蝇”工作的结合点，紧盯涉黑涉恶问
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地区、行业和领域，重点查处
以下三类问题：一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党员干部和其他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腐败问题；二是党员干部和其他
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三是
地方党委和政府、政法机关、相关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推
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不力问题。

《意见》 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拓宽监督举报渠
道，认真受理有关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的举报反映。发挥巡视
巡察利剑作用，着力发现问题。规范问题线索处置，加强核
查督办，确保件件有着落。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对苗头性问题早警示、早纠正、早处理。会同政法机
关建立问题线索双向移送、反馈机制，对已侦破的涉黑涉恶
违法犯罪案件中有“保护伞”的，逐案过筛、扩线深挖，揪
出背后的“保护伞”和腐败分子，一查到底，确保除恶务
尽。对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顶风违纪、不收敛不收手
的，从严从快处理。选择典型案例公开通报曝光，形成有力
震慑。

中央纪委：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重点查处三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