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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城区提出14个禁令廉洁过双节

严严禁禁年年终终突突击击花花钱钱和和滥滥发发津津贴贴

临邑>>

暗访发现线索8条

齐河>>

代课教师领补助

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校车安全例会制度

三三次次拒拒不不参参加加可可取取消消驾驾驶驶资资格格

乐陵>>

开通涉税绿色通道

县域快讯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
员 孟宪雷) 元旦期间，临邑县纪委紧
扣时间节点，组成4个检查组，对公车私
用、公款吃喝、工作时间玩游戏等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市委八条禁令情
况进行高频率明查暗访，先后组织集中
检查和暗访4次，发现问题线索8条。

“2014年12月31日晚，对县城各酒
店进行暗访；元月1日，对县城各大超
市、公园景点进行暗访；元月3日，在各
中学进行暗访；元月4日，对各单位工
作纪律进行明查暗访。

去年以来，临邑县纪委紧紧盯住
端午、五一、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组
成多个暗访小组，对全县各级贯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市委八条禁令情况
进行不定期暗访。对发现的违纪违规
问题，通过网络、报纸、飞信等进行曝
光，并对领导干部进行责任追究。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孙婷婷) 近
日，记者从齐河县人社局获悉，齐河县
2278名年满60周岁、符合条件的原民办
代课教师教龄补助已发放到位，补发时
间为2014年1-12月份待遇416万余元。

2014年，齐河县认真落实山东省
原民办教师发放教龄补助的政策，在
由多部门严格审核把关认证的基础
上，确定了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由县
人社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处负责发
放。齐河县人社局统一使用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待遇发放渠道，逐步实现社
会保障待遇统筹管理，规范发放。对于
经认证符合政策而没有达到60周岁的，
待满60周岁时再落实待遇。自2015年1月
起，教龄补助金将全部按月发放。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
员 孙景雷) 今年初，乐陵市行政服务
中心专门为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
生、退役士兵、残疾人员等特殊群体开
辟“绿色通道”，为其免费申办税务登记
资格、完善国家税收减免政策手续等。

“政务服务中心地税局窗口这么
贴心的服务真的没有想到！还能享受
到减免税款的优惠政策。”1月7日，乐
陵市退役军人张之柱说。

日前，张之柱到该市政务服务中
心地税窗口咨询办理税务登记的事
宜。针对小张退役军人的特殊“身
份”，工作人员为其开通了“绿色通
道”，他当天就领到了税务登记证，工
作人员还告知他可享受国家的税收
减免政策，并帮助他完善了享受税收
减免政策的相关手续。

本报1月11日讯 (记者
李榕 通讯员 王飞 ) 日
前，德城区纪委印发《关于元
旦春节期间严明纪律确保务
实廉洁节俭过节的通知》，提
出“1 4个严禁”，重申元旦、
春节期间党风廉政建设要
求。

通知要求，要严格执行廉
洁自律规定，切实做到“十个
严禁”：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
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严
禁用公款吃喝、旅游和参与高
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严禁用公

款购买赠送贺年卡、购物卡及
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
年货节礼；严禁公车私用、公
车私驾及违规停放，严格执行
派车登记、出车记录等制度；
严禁以各种名义年终突击花
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和
实物；严禁用公款报销应由个
人承担的费用，以及向下级单
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
企业摊派或转嫁费用；严禁大
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严禁参
与各种形式的赌博活动；严禁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

期间违反纪律请吃吃请或参
加各种聚会、娱乐健身活动
等；严禁领导干部及配偶、子
女借节日之机收受礼品、礼金
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商业预付卡、电子红包等。

同时，为保证节日期间正
常工作，德城区纪委要求各部
门单位严格执行考勤登记簿、
执行公务登记簿、请销假登记
簿、工作日志(“三簿一志”)制
度，切实做到“四个严禁”：严
禁迟到早退；严禁擅离职守；
严禁工作日午间饮酒；严禁工

作时间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
动。

德城区纪委公布举报电
话0534-2671822、2671826，
举报邮箱bxgdjb@163 .com，
在“两节”期间继续开展明查
暗访，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顶风违纪违规的单位和个人，
一律从严从重从快处理，并点
名道姓通报曝光。对因思想不
重视、措施不得力、工作不到
位，导致节日期间发生问题的
单位和部门，将追究党委、纪
委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刘振) 近
日，夏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生态旅游
区观光路拓宽工程正在进行，将完成
会盟广场至香雪园路段的拓宽工作，
此次道路拓宽工程总投资900万元，全
长3 . 5公里，由原来的5米拓宽至10米。

近年来，随着夏津县旅游业的快
速发展，夏津四季游也得到了全面提
速，游客量不断攀升，这就对夏津旅
游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悉，该路
段的建成，将进一步改善黄河故道森
林公园景区的道路通畅条件，提升景
区品位和承载力，方便广大旅客快捷
安全出行。

夏津>>

拓宽旅游观光路

本报1月11日讯 (记者
张磊 通讯员 董佳庆) 为
加强校车和校车驾驶员监管，
预防和减少校车安全事故的
发生，近日，德州交警直属二
大队组织辖区校车驾驶人进
行学习，并建立校车驾驶人交
通安全学习例会制度。校车交
通安全例会每月召开一次，校
车驾驶人无故不得迟到、早退
和缺席，无特殊情况一律不得
请假，无故不到两次者给予警

告，三次不到的除去其校车驾
驶人资格。

据了解，德州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校车交通安全例会
每月召开一次，并定于每个
月第一个周六上午九点在直
属二大队进行集中学习。学
习内容包括《校车管理条例》
等法律条规、上级重要文件、
重要会议精神和典型事故案
例分析。例会时，还将通报上
月校车安全情况，安全提示，

并定期组织校车驾驶人进行
体检和校车的审验工作。安
全会议结束后，交警部门将
对驾驶人安全情况进行讲
评，根据学习内容，对驾驶员
进行行车常识测试，对多次
测试不合格的驾驶员要及时
向驾驶员所属单位和校车管
理相关部门通报，并提出整
改处理意见。校车驾驶人无
故不得迟到、早退和缺席，无
特殊情况一律不得请假，无

故不到两次者给予警告，三
次不到的除去其校车驾驶人
资格。

“把校车驾驶人纳入日
常监管是校车安全管理工作
的创新之举，对驾驶加强监
管从根源上保障了校车安全
运行。”德州交警直属二大队
杨队长说，在10日首次校车
安全例会上，校车驾驶人还
签订了《安全驾驶责任书》，
承诺安全驾驶。

禹城>>

入选农业水价试点县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杨凯) 近
日，夏津纪委出炉了“20个不
准”规范党员干部行为。

“二十个不准”包括不
准对上级决策部署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不准泄露国
家秘密；不准信谣传谣造谣
或传播与上级决策相抵触
的消极言论；不准违反规定
选拔任用干部；不准利用职
务之便为亲友及身边工作
人员谋利；不准安排或参加
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宴请；不准利用职务之便暗
示索要好处或收受财物；不
准用公款报销或支付应由
个人承担的费用；不准经商

办企业、违反规定兼职或兼
职取酬；不准公车私用；不
准用公款旅游、大吃大喝；
不准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
宜；不准挪用公款或违反规
定借用公款、公物；不准干
预或插手工程建设项目承
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政
府采购等市场经济活动；不
准无故迟到、早退或擅自脱
离工作岗位；不准在上班期
间参加或从事与公务无关
的活动；不准无故缺席会议
或迟到、早退、随意派人代
替参会；不准在工作日中午
饮酒；不准参与赌博活动；
不准从事有悖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活动。

夏津>>

二十个不准约束干部行为

8日14时许，平原县桃园大道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厢式货车追尾撞在前面一辆大货车尾部，挡
风玻璃全部破碎，2人被困在厢式货车驾驶室内，消防队员利用扩张器扩开车门，最终将两人救出。目前，
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本报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杜长青 摄影报道

追尾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王
明婧) 日前，禹城市获批国家
级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县，
获得1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拨
付的专项资金，成为德州市唯
一入选县市。目前，山东省共
有五个试点县，分别是沂源
县、博兴县、安丘市、禹城市、
莒南县。

按照政策，试点县需要
建立合理的农业水价形成机
制，农业用水价格实行分级
管理。大中型灌区末级渠系
和小型灌区及社会资本投资
的工程实行政府指导价，具
体价格由试点县价格和水行
政主管部门确定。做好末级
渠系终端水价指导价格的核

定工作，并会同水利部门制
定试点项目区农业用水终端
水价指导价格。探索实行超
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考虑田
间水利设施建设及节水技术
推广应用情况，对超定额用
水探索实行累进加价。

禹城市获得1000万元中
央预算内拨付的专项资金，主
要用于完善灌排工程体系，配
套供水计量设施，对提高农业
水价后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
合作组织和用水户等给予补
贴，并建立节水奖励基金等。
据悉，禹城今年将依托2014年
度小农水项目，计划总投资
1037万元，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2 . 92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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