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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主打

当天19时30分，章丘市首场百姓
电视问政举行，并向全市直播。第一个
接受问政的是公安局局长赵延军，他
首先对前期承诺的事项进行践诺。

在暗访视频中，有家住章莱路沿
线的市民反映，章莱路上经常有几十
辆甚至上百辆大货车在晚上疯狂逆
行，最少的是3到5辆大货车逆行强闯
红灯至经十东路。

周围市民反映，“这种情况已经
出现了两年多。”他们对这种情况很
不满意，“非常影响休息，晚上连睡个
安稳觉也不行。”市民要求相关部门
赶快采取措施，让市民睡个安稳觉。

赵延军介绍，该问题确实存在，

“交警部门也对大货车的超载超限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多部门联合进行执
法，并设立了执法站。”但是联合机制
并没有落实好，而且在交警方面，警
力没有跟上。“由于此处正在进行道
路整治，一些路段也只能逆行，这也
是客观原因。”

赵延军因此事向居民表示道歉。
赵延军还介绍，公安部门会认真研
究，及时拿出方案。首先会从源头上
进行教育管理，组织工作组到企业，
到车主中间去宣传交通法规。“随后，
公安部门会加大对大货车超载超限
违规行驶的整治力度。”公安部门还
将与其他部门联合出击，加大执法力

度，实现情况的明显好转，请群众放
心。

当天的暗访视频还反映，章丘市
区内的小旅馆住宿不用身份证就能
登记，章丘市老年代步车管理混乱，
且被当做“黑车”，公然运营。赵延军
公开承诺公安部门将对小旅馆不用
身份证登记和代步车问题进行认真
研究，联合相关部门加大执法力度。

当天的点评嘉宾为济南市纪委
常委、监察局副局长苏涛，他说，“从
问政情况来看，态度很诚恳，不过与
市民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苏涛建
议公安部门应该细化践诺的步骤，严
格落实责任追究机制。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蒋龙龙 ) 大货车野蛮逆行、
校车破旧、医保卡违规购买物
品、“人情低保”……6月27日
晚，章丘在济南市率先开展电
视问政活动，就上述百姓关心
的热点问题，邀请 25位市民
问政团代表与 6个民生部门

“一把手”面对面质询与解答，
并向章丘市100万市民直播。

6月27日晚7时许，章丘
市在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内
开展“电视问政”活动，此次问
政的主题为“幸福民生”。在舞
台上一边坐着的是章丘市公
安局、教体局、卫生局、人社
局、民政局、食药监局六个民
生部门的“一把手”。另外一边
则是25名来自章丘市各行各
业的问政团代表，他们中有党
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
众代表和网友代表，都为纪委
部门随机选择。还有两位点评
嘉宾进行现场点评。

现场观众共有150多人，
其中有老干部代表、活动领导
小组成员，还有各镇(街道)党
委书记、被问政部门工作人
员。

在直播现场，记者看到，
被问政部门负责人首先会向
市民践诺，随后播放纪委部门
暗访拍摄的“短片”，共反映了

18个民生热点问题。问政团也
在现场“开炮”，直接向六大民
生部门进行质询。

在问政会上，6 个部门
“一把手”均脸色凝重，就问题
进行回答。他们均表示回去要
立即开会研究，并开展整治活
动。“一把手”表现得怎么样则
要接受专家和问政团代表的
检阅。专家也毫不客气，直接
批评相关部门。25位问政团代
表，则利用手中的“笑脸”和

“哭脸”牌表达自己的态度。最
多的一个部门被举了9张“哭
脸”牌。

直播结束，本次电视问政
活动还不算结束。据章丘市委
书记江林介绍，被“问住”的问
题将列入相关责任部门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计划，
并由章丘市纪委等部门对问
题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督办，确
保整改落实到位，还要求全市
部门单位查找其他未曝光问
题，进行整改。

记者还了解到，章丘市将
于8月底举办第二场“电视问
政”活动，被问政单位为住建
委、城管行政执法局、环卫管
护中心、环保局、交运局、公用
事业局，问政主题为“美好家
园”。电视问政将成为章丘市
的“常规动作”。

公安局：
问：市民去车管所办事要

给办事人员好处，办事人员也
主动向市民索要香烟、小费等
问题。

答：章丘市公安局局长赵
延军介绍，曾多次接到市民投
诉，“经过核查确有此事。”索
取财物的都是机动车检测中
心的临时雇用人员和非法中
介。赵延军介绍，将加大对非
法中介的整治力度，并加大宣
传力度，“认真研究，加以解
决。”
教体局：

问：章丘市一些农村的教
学力量较为薄弱，城乡教育如
何均衡发展？

答：章丘市教体局局长李
忠新介绍，章丘市的均衡教育
发展指数为0 . 38，城乡教育
发展较为均衡。章丘市教育部
门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促
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如集团
化办学、学校联盟等手段。今
年新招聘的260名教师，其中
不乏研究生，将会有8成被分
到农村地区教学。
卫生局

问：有些医院诱导患者多
做检查，多开药，过度医疗引起
了医患关系一定程度的紧张。

答：章丘市卫生局局长万

传广介绍，社会上首先要相信
医生，给医生充分的信任。卫生
部门也将对医生采取教育等多
种手段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重塑医患关系。
民政局：

问：章丘市有些地方存在
福彩和体彩同时销售的现象？

答：章丘市民政局局长靖
永礼介绍，章丘市已经启动相
关措施，将福彩和体彩逐步分
离，以后福彩和体彩不会再同
时销售。
人社局：

问：近期新农合报销存在
不及时的情况。

答：章丘市人社局局长刘
建民说，前期由于网络的原因
导致整个济南市新农合报销
延期，现在系统能正常运行。
刘建民起身向市民鞠躬致歉
说，“确实影响了群众及时报
销，向市民道歉。”他的坦诚也
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食药监局：

问：很多学校附近存在三
无小食品，很受学生喜爱？

答：章丘市食药监局局长
鲁德纲介绍，学校周围的三无
小食品问题是难题，食药监局
将健全落实三项制度，构建学
校学生三位一体的监管机制。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市民问政团问题

章丘电视问政全市直播
这在济南市尚属首次，将成“常规动作”

章丘市公安局：解决章莱路大货车逆行问题

在当天的问政会上，第二个被问政
的是教体局长李忠新。李忠新首先践诺
了教育部门将治理有偿补课，切实维护
家长利益，发展城乡教育联盟，推动城乡
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的工作。

当天暗访视频反映的第一个问题
是校车问题。暗访视频反映章丘市不
少中小学的校车破旧不堪，消防设备
配置不够齐全，看着让人实在不放心。

主持人向李忠新“开炮”，“你的
孩子乘坐这样的校车上下学，请问你
放心吗？”李忠新坦承校车问题是他
的“心头之患”，视频所反映的校车并
不是标准校车，由历史原因形成。“章

丘市已经拿出了校车更新方案，由政
府投资6成，车主投资4成。”

李忠新表示，新学年开始后，章
丘市将更换新校车，校车目前已经在
采购阶段。他还表示将对目前校车安
全加强监管和安全教育。

暗访视频还反映了不少在职教
师有偿家教和教师体罚学生的问题。
在暗访视频中，章丘市不少乡镇发生
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的现象，甚至一些
老师在网站上公开信息，拉拢生意。
不少学生家长反映，章丘市还存在教
师体罚学生的现象。

李忠新说，“在职教师有偿家教

和体罚是教育界的顽疾，教育部门已
经开展了多次整治活动，并对此深恶
痛绝。”他还表示，28日就开会进行专
题研究，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并向社
会曝光。李忠新还提醒学生家长没有
必要再到社会上进行额外的辅导，“学
校内完全能够满足学生的学业要求。”
市民遇到体罚学生问题，要及时向教
育部门举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点评嘉宾山东省委党校副校长
孙黎海点评道，“有些问题是全国性
难题，不过教育部门要列举出具体的
措施开展工作，并且对一些工作的监
管要到位。”

章丘市教体局：新学年学生坐上新校车

第三个被问政的是
章丘市卫生局局长万传
广，在万传广践诺后，现
场开始播放暗访视频。

暗访视频反映枣园
医院等存在医生经常脱
岗、垃圾堆积等问题，群
众多有不满。万传广表
示，看到这个视频，非常
痛心，“不少医院的服务
水平离人民群众的要求
还有很大差距，需要进
一步强化和提升。”

视频反映的第二个
问题是，章丘市的一些
医院，医护人员带着亲
朋好友看病，抽血、拿
药 、做 检 查 到 处“ 加
塞”，正常排队的患者等
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能
实现就诊。万传广表示，
医务人员领着亲朋好友
到 处 加 塞 是 搞 权 力 寻
租，对其他患者不公平。
加塞看病带来的诊疗不
规范，也容易引起医疗
纠纷。“全省卫生系统严
禁医务人员带熟人加塞
插 队 等 以 权 谋 私 的 现
象。”

万传广还介绍，医护
人员应从自身做起，章丘
市卫生部门为了杜绝这
个现象已经提高了医院
信息化水平，“不断优化
就诊流程，减少市民就诊
的排队时间”。章丘市卫
生部门还设立了监督电
话，以后群众再遇到这种
现 象 ，可 以 直 接 拨 打
83616597，欢迎群众监
督。

暗访视频还反映一
些乡镇存在“无证行医”
的现象。万传广说，“对
存在多少无证行医，卫
生部门暂没有确切的数
字，有些是游医，有些是
假医。将加大打击力度，
并联合多个部门进行整
顿。”万传广还承诺将建
立长效防范机制，还章
丘群众一个安全有序的
医疗环境。

苏涛点评道，“卫生
局 的 问 题 是 全 国 性 难
题。”建议卫生部门加大
基层医院的整治，并列出
乱象清单，严格整治措
施。

章丘市卫生局：

医生带熟人加塞可举报

第四个接受问政的
为章丘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局长刘建民，
他对市民做过践诺后，
暗访视频中反映不少大
学生反映就业难，而且
政府也没有采取一定的
措施帮助大学生就业。
刘建民介绍，今年共有
3900名章丘籍大学生毕
业 ，“ 就 业 难 的 原 因 很
多，如大学生的定位问
题、期望值和个人需求
的难相配。”

刘建民承诺将对章
丘籍大学生的情况进行
摸底调查，“年内完成大

学生就业网站的建设，目
前已经开始筹建。”为了
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还
将举办多种形式的大学
生招聘会。

另一段暗访视频还
反映，市区内和不少乡镇
存在多个零工市场，有时
会发生纠纷，农民的劳动
权益也得不到充分的保
障。刘建民介绍，章丘人
社部门已经对零工市场
进行了调研，章丘市共存
在20多处零工市场，最多
的为200多人。“现在准备
在一些马路周边筹建零
工市场，并加大对非法中

介的打击。”
暗访视频还反映，章

丘市区内大多数药店存
在违规销售生活用品的
现象，“不少顾客可以直
接拿医保卡购买物品。”
刘建民介绍，“卫生部门
存在监管不到位的地方，
将加大对政策的宣传力
度，将联合多个部门采取
明察暗访，进行有效管
理。”

点评嘉宾山东省委
党校副校长孙黎海点评
道，“遇到问题不推诿，
对一些由客观原因造成
的问题也进行了道歉。”

章丘市人社局：计划筹建零工市场

第五位接受问政的
为章丘市民政局局长靖
永礼。暗访视频反映的第
一个问题是官庄、黄河、
垛庄镇存在骗低保、人情
低保的现象，“不少真正
需要低保的群众却拿不
到低保。”靖永礼介绍，

“民政部门在审核过程中
存在工作不到位问题，有
些基层的民政工作人员
没有尽到责任。”

靖永礼表示，今年以
来已经加大了整治力度，

“已经清除了700户的人
情保、骗保现象。”今年将
继续加强整治，从严治理
骗保现象。

在暗访视频中，存在
管理混乱的现象，“工作
人员少、晚上没人值班。”
靖永礼介绍，章丘市已经
投资 1 . 3亿元对 20个乡
镇的养老院进行改造提
升，“今年将继续争取资
金，推动章丘市的社会化
养老。”

当 天 的 暗 访 视 频
中，不少市民反映婚姻
登记处收费项目模糊不
清，有意让市民多花钱
当“冤大头”，服务态度
较差等问题。主持人向
靖永礼发问，“作为民政
局局长，你应该最清楚，
结婚登记领证需要花多

少钱？”靖永礼答道，根
据国家规定，如果带足
了证件和材料，办理结
婚登记只需9元。民政部
门已经在婚姻登记处进
行了收费项目公示，“哪
些是必收的，哪些是可
选的，一目了然。”

点评嘉宾苏涛介绍，
“看完暗访视频，心情也
很沉重。”建议民政部门
采取坚决的措施，弄清骗
保的来龙去脉，“对一些
确实困难的低保村民，要
予以救助。”他还建议民
政部门要建立日常的纠
错机制，进行经常性的监
督检查。

章丘市民政局：清除700户人情保、骗保现象

市长用三句诗词来点评

红脸出汗后

整改更重要

本报记者 蒋龙龙

电视问政直播尾声，章丘市
市长刘天东用“夜阑卧听风吹
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山重水复
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愿
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三句诗词来谈了自己的感受。

刘天东介绍，电视问政是章
丘市委、市政府在教育实践活动
中采取的旨在查摆问题、改进作
风的一项重要活动。电视问政，
请群众当考官，把群众日常生活
中发现的问题、建议和批评摆出
来，请部门负责同志当考生，现
场交答卷。

通过电视问政活动，敢于把
问题暴露出来，说明有足够解决
这些问题的信心、决心和勇气。
电视问政不仅要“红脸、出汗”，
更重要的是“红脸、出汗”以后采
取的措施。“不仅要解决问题，更
要查摆问题背后的作风问题，只
有作风转变了，问题解决了，相
关政府部门才能考出好成绩。

刘天东还介绍，章丘市近年
来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各部门做
了大量工作，但与群众期盼相比
还有很大差距。刘天东还要求章
丘市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群众反
映的问题，在工作中认真加以整
改，通过电视问政这个平台，及
时发现问题，认真解决问题。

问政会现场

举牌情况

公安局：
现场25名问政团成员中有8

名代表举了哭脸牌。

教体局：
现场25名问政团成员中有2

名代表举了哭脸牌。

卫生局：
现场25名问政团成员中有9

名代表举了哭脸牌。

民政局：
现场25名问政团成员中有8

名代表举了哭脸牌。

人社局：
现场25名问政团成员中有1

名代表举了哭脸牌。

食药监局：
现场25名问政团成员中有6

名代表举了哭脸牌。

在当天的问政现场，
食药监局局长鲁德刚是
最后一个问政对象。当天
的暗访视频反映的第一
个问题就是章丘市内一
些一次性餐具消毒企业卫
生情况较差，不达标。鲁德
刚介绍，消毒餐具管理是
食药监局的重点工作，食
药监局存在监管不到位的
地方。“将对使用一次性餐
具的小餐饮机构进行检
查，发现有使用来源不明
餐饮用具的将严厉处罚。”

第二个反映的问题
为章丘市大学城小吃街
问题。记者在暗访视频中
看到，一些店面环境较为

肮脏，甚至把鞋子放在了
消毒碗柜上，店内还晾晒
着衣服。很多餐主还表
示，并不需要办理食品许
可证等证件。

鲁德刚说，看到视频
后，感到非常惭愧。“对章
丘大学城小吃街已经采
取过多次治理，有了很大
改观。”在章丘创卫后，稍
有松懈导致一些问题回
潮，“将采取专项治理措
施，一些不规范的会坚决
取缔。”

另一段视频还反映，
在章丘市区和一些乡镇，
顾客不用医生处方就可
以买到阿莫西林等处方

药。药店工作人员也不能
分清什么是处方药，什么
是非处方药。鲁德刚介
绍，“有些药店为了利益
而无视相关部门的规定，
也是由于我们工作不细
致不全面导致。”

鲁德纲承诺将严格
行政监管手段，“公开曝
光一批，规范管理违规的
药店。”

对鲁德纲的表现，点
评嘉宾孙黎海称，“食药
监局要提出问题的具体
解决措施，推进问题解
决。”

本报记者 蒋龙龙

章丘市食药监局：整治大学城小吃街

▲6月27日，章丘市进行首次百姓电视问政。章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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