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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临沂给公务员下“禁酒令”

工作日中午严禁饮酒
3 月初，临

沂市委、市政府
办公室发出了党
政机关工作人员

“禁酒令”，严禁
公职人员在工作
日和非工作日执
行公务时中午饮
酒。“禁酒令”已
于 3 月 4 日实
行。

近日，临沂市委办公室

和市政府办公室发布了关于

临沂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禁

酒的规定，严禁全市党政机

关工作人员在工作日午间饮

酒；严禁在值班时饮酒；严禁

着制服在社会公共场所饮

酒；严禁在任何时间、任何场

合酗酒；严禁接受可能影响

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此次禁酒规定适用于全

市各级党政机关、人大机关、

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以及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

单位的工作人员。

“五严禁”

消除午间饮酒风

“禁酒令”一出台，立刻

引起了公务员和市民的热

议。

身为一名公务员妻子的

殷玲告诉记者，她绝对支持

公务员中午禁酒。“喝多了酒

不仅伤身体，还影响工作。”

殷玲说，她平时最担心的就

是丈夫因为应酬喝得醉醺醺

的。

面对“禁酒令”的发布，

不仅市民拍手称好，绝大多

数公务人员也纷纷表示支

持。“实行‘禁酒令’，我们举

双手赞成！”采访中，记者听

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在市直某单位任职的公

务员李先生告诉记者，因为
应酬多，以前每到中午他就

想躲酒，有时甚至关掉手机。

他的不少同事因大量的应酬

饮酒，都有程度不同的胃病，

有的还患了酒精肝等疾病。

据了解，在大多数单位
工作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从心底里都期盼着禁酒规定

的实行。现在“禁酒令”一下，

彼此轻松，皆大欢喜。

规定一出台

各方都叫好

此次临沂面向全市党政
机关单位出台“禁酒令”，很

多市民在表示拥护和赞赏的

同时，也有一丝担心，怕规定

仅仅是“走过场”。

记者从市委办公室和市

政府办公室了解到，临沂市

此次出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禁酒令绝不是“走过场”，而

是“动真格”。凡违反禁酒规

定的工作人员，对第一次违
反者，将给予诫勉谈话，责令

写出检查，并取消当年评先

资格；对第二次违反规定者，

将给予通报批评；违反规定

三次者，将依据有关规定给

予相应组织处理或纪律处
分；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纪

依法从严处理。同时，对本单

位一年内发生三次以上(含

三次)违规行为的，将按照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有关规

定，追究单位主要领导、分管

领导的领导责任。

采访中，很多市民表示，

要使“禁酒令”长久执行下去，

还必须靠多种监督管理机

制，希望纪检、监察等有关部
门加强不定期的明察暗访、

投诉举报、专项检查，确保“禁

酒令”真正做到令行禁止，令

行长久。 本报记者 孟君

查处“动真格”

期待有监管

临沂天源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邓文进

认为，有了这样一个标准，

整顿后，临沂物流发展将更

规范，一批优秀的物流企业

将脱颖而出。

山东金兰现代物流发

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爱

习建议，在物流经营商户自

己入保险的同时，可以开创
一种针对整个物流的险种。

王爱习说，比如，每个

商户每年交一定数额的保

费，并公示投保商户的名

单，让物流客户选择投保的

商户，一旦发生有商户逃跑

的事情，可以让保险公司先

行赔付，赔付后保险公司再

联合公安机关去追讨被卷

走的费用。

对此问题，记者采访

了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杨

春雷。他说，对于这个保险

的投保，临沂以前还没有

这样的模式，他需要向总

公司汇报，由总公司研究

后作出决定。

王爱习建议，除了物

流经营户投保，批发户也

可以投保。每年缴纳一定

的费用，如果他们的货款

被卷走了，他们可以获得

一定数额的赔付款，这也

降低了物流行业服务对象

的经营风险。

物流行业出标准 我们商户有话说
昨日面向商户征求“三项标准”意见

8 日，临沂市出台了《临沂市物流园区标准》、《临沂市物流园区外物流公司标准》、《临沂市物流园区内物流经营户标标准》三个标

准的征求意见稿，对于物流行业的准入、风险保障、投诉建议等进行了规定。那么，各方的意见是怎样的？

3 月 9 日，本报记者联合临沂物流办公室工作人员到金兰物流园区以及临沂副食批发城听取了物流园、园区内经营业户和园区区

外业户以及批发商户的意见。工作人员表示，将把这些意见和建议反映到物流发展整治小组，作为接下来的物流整治的的参考。

＞＞园区：设立物流保险，抵御卷款逃跑风险

金兰物流园区的很多

商户表示，现在的入园门槛

比较低，造成了无序竞争，

损害了大多数物流商户的

利益，整治行动对物流经营

户，尤其是对园区内的物流

经营户是一件大好事。

中联物流有限公司的

总经理隽立峰说，物流业户

要缴纳 5 万元的保障金，这

提高了门槛，但是不足以降
低物流商户携款逃跑的风

险。很多物流经营户并不是

一开始就要跑的，是遇到了

事故，例如车祸、火灾等，他

们没有赔付能力，又没有保

险，只好一走了之。

隽立峰建议，应该要求

商户对所有的资产，特别是

车辆和所运的货物，每次都

进行投保，由园区管理者进
行监督。这样，一方面提高

了门槛，另一方面减少了商

户经营的风险，从而也降低

了他们携款逃跑的风险。

记者发现，除了物流园

区内集中经营的物流商户

外，在一些批发市场附近也

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园区外

物流经营户。

按照标准，园区外符合

条件的物流公司要缴纳
200 万元的保障金，并需要

实体公司担保。不符合条件

的物流经营户将被迁往园

区内经营。

对此，临沂市卫彪托运

部负责人董西伟说，他的

托运部在曹王庄货运市场

经营了 8 年，成本核算后，

他发现园外经营更赚钱。

于是去年 9 月份搬到了临

西十路中段。

“在园内经营有利也

有弊。”董西伟说，在园内

经营可以得到充分的货源

和园区管理服务，但园区

内比较拥挤，进出都不太

方便，而且有的物流园区

还对进站货车收取“进门

费”，这增加了物流经营户

的负担。

董西伟期盼通过这次
整治，物流市场能够健康
规范。

“物流整治我们举双手
赞成。”经营副食生意的刘

士东说，2009 年他曾委托

天源货运站的一个物流公

司提供物流服务，没想到

6000 元的货款几个月都没

到账。他找到该物流公司，

却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了。

“这种事我经历过 3 次
了。”刘士东无奈地说，批发

市场商户几乎都有过这种

经历，少则几百元，多则数
万元。刘士东表示，希望可

以通过让物流经营户缴纳

保障金或者是投保的方式，

来减少他们携款逃跑的几

率，保障批发户的利益。

干果经销商陈明军说，

物流园区管理方应当设立

一种诚信考核机制，以提高

物流经营户的诚信度，才能

有效地保护批发市场商户

的利益。

本报记者 胡志英

贺可功

＞＞市场批发户：建立诚信考核机制

＞＞园外业户：进园区经营增加了负担

＞＞园内业户：资产全部投保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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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务员招考

4月24日笔试

临沂市考录计划

近期公布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李欣洁)8日，从全省公

务员考试录用工作会议

上传来消息，今年山东省

公务员考试共拟考试录

用8108人，其中县级以下

机关和基层一线工作岗

位占全部考试录用计划

的83%。临沂相关考录计

划目前正在制定中。

据了解，今年全省公

务员考试拟录用到省直

机关242名，省属监狱劳

教所377名，省垂直管理

部门市以下机关634人，

市县乡机关5996人，另有

参照管理单位859人，共

计8108名，临沂相关考录

计划目前正在制定中。

本次招考将于3月下

旬进行网上报名，考生可

以通过登录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

查看报名方式、条件、职

位要求等。笔试安排在4

月24日，考试科目为申论

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记者9日从临沂人事

部门获悉，今年的相关招
考计划近期将向社会公

布。届时，考生可通过登

陆http：//www.lyrs.gov.cn

(临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网站)或http：//

rsks.lyrs.gov.cn(临沂人事

考试信息网)，及时了解

今年临沂公务员招考的

相关信息。

为优化网络质量，推进网

络转型，拟对铁路公安燃料公

司宿舍线路进行割接，具体

时间安排为：2011年3月11日

8：00至15：00，影响范围：

铁路公安燃料公司宿舍3栋楼

及周边的固话和宽带业务。

届时给客户使用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

临沂市联通公司

二O一一年三月十日

临沂联通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