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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主打

章章丘丘纪纪委委通通报报44起起公公车车私私用用
当事人被处分并承担全部费用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王
帅） 8月20日，在济南市纪委监
察局网站，章丘市纪委对今年以
来查处的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的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均
涉公车私用。

通报指出，为进一步严明纪
律，正风肃纪，教育广大党员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自律、严
格要求，近日，章丘市纪委对今
年以来查处的4起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进行了通
报，分别是：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

容二大队工作人员王传耀公车
私用问题。市监察局决定给予王
传耀行政记过处分，由本人承担
因公车私用产生的全部费用。

市房屋管理服务中心房改
与住房保障科科长郑炳武公车
私用问题。市纪委决定给予郑炳
武党内警告处分，由本人承担因
公车私用产生的全部费用。

宁家埠镇工作人员张雷公
车私用问题。市纪委决定给予张
雷党内警告处分，由本人承担因
公车私用产生的全部费用。

市卫生局工作人员苗成健

公车私用问题。市纪委决定给予
苗成健党内警告处分，由本人承
担因公车私用产生的全部费用。

此外，通报还要求，全市各
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承担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结合正在开
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着力抓常、抓细、抓长，
深入整治“四风”突出问题，强
力正风肃纪，推动干部作风持
续好转。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要
认真履行监督责任，持续加大
监督执纪问责力度，严肃查处
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

用和铺张浪费等顶风违纪行
为。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上述典
型问题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深刻认识“四风”问题的顽固性、
反复性，自觉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和省委实施办法、济南市委
若干规定以及我市有关规定，强
化组织观念，严守党的纪律和各
项规定。市纪委将持续通报曝光
典型问题，形成有力震慑，严防

“四风”问题反弹，对因监督管理
不力导致出现违规违纪问题、造
成不良影响的，追究当事人和相
关领导责任。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王
帅） 近日，热心市民向本报反
映，在中午下班时间段有公务
车停放在小区门口，疑似公车
私用。且公车标识鼓起一半，市
民质疑公车标识不像之前报道
所称“一旦贴上很难撕下”。对
此，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据了解，8月11日13时50分
许，一辆牌号为鲁A68728的黑
色桑塔纳停留在桃花山小区原
市委三宿舍的院门口，引人注
意的是，在车前挡风玻璃的右
下角，贴着一张非常显眼的“公
务用车”标识。

公务车为何在下班期间未
停放在指定位置，而来到了小
区门口？公车标识为何贴上了，
却是一边翘起？对此，记者咨询
了章丘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公车
办的相关负责人。

经调查，该车为章丘市总
工会的公务用车，平时停放在
龙泉大厦的地上停车场。近期，
该单位组织了职工体检。11日，
司机孟师傅受单位领导委托，
在午休时间将三位退休老干部
的体检报告表送至家中。“三位
退休干部年纪比较大了，考虑
到来回不方便，就让开车把体
检表送到家里。上下午他们退
休的多会出门溜达，不一定在
家，就挑了下午上班前去的，没
想到就被群众举报了。”孟师傅
说。

而对于公车标识没按规定
粘贴的情况，章丘市总工会公
务车管理的一位魏姓负责人表
示，在张贴公车标识时，没有仔
细清理车辆前挡风玻璃，使得
公车标识张贴处存在不少灰
尘、缝隙，加之车辆停于露天停
车场，暴晒导致了公车标识翘
起。

了解情况后，公车办督促
该车辆重新更换公车标识，减
少类似易产生误解的行为。孟
师傅表示，虽然自己并不是公
车私用，但这次确实疏忽了，以
后会更加注意公车出行时的社
会影响。

据悉，公车办将对公务车
的标识张贴、加油、维修费用等
管理进行持续的检查，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采取通报等处
分，确保公车管理常态化。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支
倩倩 通讯员 邢娜 宁继
环） 8月21日，由垛庄镇人社
中心组织的农民创业培训班在
该镇培训中心正式开班，此次
培训学员40人，并邀请了章丘
市讲师和创业成功典型专门授
课。

据了解，垛庄镇为激发农
民创业活力，培训课上为学员
发放了《创办你的企业》等一系
列宣传材料，重点对实施创业
理念、创业技能、创业立项、创
业政策等内容进行培训，引导
个体工商户或具备一定文化基
础和创业愿望的农民朋友带头
创业，帮助创业人员解决遇到
的各类问题，引导他们创业致
富。同时，通过介绍当地参加培
训学员成功创业的事例，利用
典型带动，进一步提高农民群
众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丰富创
业知识，提高创业技能，增加收
入。

非工作时间
公车咋停在小区
市民举报怀疑公车私用

垛庄农民创业

培训班开课

44所所新新建建学学校校99月月份份开开学学
可满足4000余名学生入学需求

开学在即，记者昨日从章丘市教体局了解到，章丘今年有4所新建学校将在9月开学，其中，镇街1所，市属2所，民办
1所。届时，可满足4000余名学生的入学需求。

实验幼儿园东山分园是章
丘市的第二所公办园，位于永
大明珠三区，在东山小学南面，
占地8302平方米，12个班规模，
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设计为
三层，能容纳360名幼儿。

“位于桃花山街的实验幼
儿园正处于加固改造阶段，9月
1日开学后，实验幼儿园的孩子

需要到东山分园上学，今年新
招的幼儿预计10月份可到东山
分园上学。”实验幼儿园园长王
敏说，实验幼儿园东山分园的
建成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区
孩子入园难的问题。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
实 验 幼 儿 园 东 山 分 园 未 建
前，章丘仅有一所公办幼儿

园——— 章丘市实验幼儿园。
为扩大章丘实验幼儿园集团
办园规模、提升办园档次，为
更多的孩子提供更加优质的
学前教育，让更多的孩子享
受更美好的童年，章丘市委、
市政府决定新建章丘市实验
幼儿园东山分园，并列为重
要教育民生工程之一。

实验幼儿园东山分园

新生预计
10月份入园

诺德实验小学的筹建办主
任王化杰向记者介绍,学校占地
面积51亩 ,设计规划36个教学
班,能容纳学生1620人,总建筑
面积14560平方米。诺德实验小
学是章丘市委、市政府确立的
教育重点工程,由山东中铁诺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建设,
建成后无偿交给政府,由市教育

体育局按市直属学校管理。目
前，招生已经结束。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很多
市属小学没有食堂,造成学校附近

“小饭桌”盛行。虽说“小饭桌”解决
了孩子们的午饭问题,给孩子和家
长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其卫生
状况令家长担忧。为了解决学生
午餐问题,诺德实验小学设计规划

了可容纳400余人的食堂,成为该
新建学校的一大亮点。

记者在现场看到,学校东西
长达300余米,“U”形设计的教
学办公综合楼,确保了每个教室
都洒满阳光。目前，工程已经进
入收尾阶段，主要是对学校绿
化、卫生等细节进行完善,9月1
日可以顺利开学。

诺德实验小学

一所有食堂的

市属小学

据悉，原普集镇中心小学人
多面积小，占地仅有十余亩的学
校达到1200多人。去年8月份开始
新建普集镇中心小学，新建学校
占地55亩，36个教学班，可容纳
1800人左右。目前，学生的桌椅板
凳已经全部搬入新建学校，9月1

日，学生可顺利入学。
“新建学校合并了一所学

校，调整了招生片区，按照就近
入学的原则进行招生，缓解乡
镇学生入学难的问题。”普集镇
教育办主任焦时刚告诉记者，
虽然招生已经结束，但仍有不

少家长带孩子来报名，为了让
镇上每个孩子有学上，在符合
条件的情况下，会开辟绿色通
道，为学生报名。

记者看到，学校采用欧式
建筑的风格，楼顶斜坡红砖瓦，
成为镇上一道亮丽风景。

普集镇中心小学

开辟绿色通道

让孩子有学上

章丘双语（国际）学校坐落
在章丘市高新技术园区内,是一
所集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
12年一贯制的全寄宿制、小班
化、国际化学校。是经章丘市教
体局批准的章丘市第一所民办
学校，由山东圣吉集团创办。

该校面向全省招生，今年
招收小学一、二、三年级学生，

共8个班，计288名学生；招收初
中一年级学生，12个班，计432
名学生。小学部、初中部将于9
月正式开学，高中部、国际部将
于2015年9月正式开学。

据介绍，章丘双语国际
学校突出外语教学，实行全
寄宿管理，学校每周休息一
次，家长可以到校自接，也可

以 自 费 选 择 学 校 的 校 车 接
送。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章丘
教育系统推进各类教育协调
发展，建设22所镇村公办幼儿
园，目前，文祖、枣园、龙山、高
官寨、埠村、水寨、白云湖中
心幼儿园等1 5所幼儿园已竣
工。

章丘双语(国际)学校

章丘市第一所

民办学校

文/片 本报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曹延刚 魏方彬

▲诺德实验小学正立面图 普集镇中心小学9月1日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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