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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采购办对4个政府采购项目监督检查

采采购购全全过过程程““有有影影没没声声””怎怎么么行行

最低气温回升
后天或有小雨雪

本报泰安1月18日讯(记者
路伟 ) 上周五一阵大风吹

散雾霾，泰城又见蓝天。18日，
泰安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
预计未来三天最低气温会有所
回升，21日，泰安或将迎来一场
小雨雪。

18日，泰城空气质量有所
下降，上空雾蒙蒙。省环保厅官
方微博发布全省17城市空气质
量排名，泰安的能见度只有8 . 5

千米。下午，风力增大，空气中
的污染物扩散，能见度明显提
升。

泰安市气象台18日下午4

点发布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三
天，泰安的最低气温将有所回
升，天气方面，到21日，泰安或
将迎来一场小雨雪，有望缓解
旱情。市民出行需适时增减衣
物，带好雨具。

未来三天具体天气预报
为，18日夜间到19日，晴转多云，
北风转南风3-4级，最低气温-
5℃左右。20日，多云，南风2-3

级，最低气温-2℃左右。21日，多
云转阴，有小雨雪，南风3转北
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左右。

两个多月查处
334辆逃费车

本报泰安1月18日讯(记者
王世腾) 自去年10月份，泰

安开展偷逃通行费车辆整治活
动，80天的时间里，泰安共治理
偷逃费车辆344车次，补缴通行
费及设施损害赔偿35120元。

泰安市公路局工作人员介
绍，为严厉打击各种偷逃通行

费的不法行为，保障公路的安
全畅通，自去年10月份市公路
局联合高速公路交警、交通稽
查等部门集中开展为期80天的
偷逃通行费车辆整治活动以
来，共治理偷逃费车辆344车
次，补缴通行费及设施损害赔
偿35120元。

本报泰安1月18日讯(记者
侯峰) 16日，泰安市政府采

购管理办公室发出通报，指出
对泰山广场暖气汽改水工程等
4个工程检查中，发现存在政府
采购全过程音视频资料无声
音、需求报告中无详细评审细
则、评审报告内容不完整等问
题，责令项目相关方就存在问
题进行限期整改。

2014年11月23日，泰安市
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对泰山广
场暖气汽改水工程，润丰园保
障房1#、2#楼桩基工程，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通风和空调设
备安装工程，残疾人康复中心
建设项目地源热泵中央空调系
统采购及安装工程进行检查。

检查中发现存在的主要问
题有：需求报告中无详细评审

细则；采购公告中供应商资格
要求建造师专业与实际不符；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和投标须知
中关于投标文件份数要求不一
致；采购文件工程量清单报价
格式不规范；招标文件合同格
式中无专用条款格式；评审会
议日程表安排“投标人验证”栏
目出现其他代理公司名称；评
审专家对供应商响应文件审查
不细致；评审报告内容不完整；
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与谈判文
件中要求的合同格式不一致；
谈判文件中投标保证金退还方
式不符合法规规定；要求递交
的投标保证金超出招标控制价
的2%；政府采购全过程音视频
资料无声音。

根据检查处理意见，责令
项目相关方就存在的问题进行

限期整改，自通报发布之日起
五个工作日内将整改意见报市
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以此为
契机，各采购代理机构要严格
依法依规代理政府采购项目，
严密组织采购活动，规范政府
采购程序，保证采购结果合法
有效。

2015年，泰安市政府采购
管理办公室将严格按照《关于
开展2015年度政府采购执行情
况检查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对各采购代理机构代理的政府
采购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对检
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和其他问
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做
出处理并予以通报，同时按照

《2015年度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考核加(扣)分标准》，对代理机
构和项目经理做出扣分处理。

优优抚抚对对象象抚抚恤恤补补助助标标准准提提高高
从去年10月1日计起，1 . 6亿多资金已下达

本报泰安1月18日讯(记者
邓金易 通讯员 杨全新 )

近日，泰安市下发文件，再次
大幅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
和生活补助标准。市财政切实
贯彻执行新《预算法》，2014年
底提前下达2015年优抚抚恤补
助资金16104万元。

此次提高优抚抚恤和生活
补助标准在2015年预算编制中，
将全部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
预算由专项资金调整为一般性
转移支付并且提前下达至县
级，提前在2014年底发放2015年
优抚抚恤补助金16104万元。

从2014年10月1日起，伤残人
员(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
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
民工)残疾抚恤金标准、城镇“三
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
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
标准、“三红”(在乡退伍红军老
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
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标准，
在现行基础上提高20%，农村“三
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在现行基础
上提高40%；在乡老复员军人定
期定量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
每人每年提高1200元；带病回乡
退伍军人、参战参试人员的生活

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320元
提高至360元。

同时，还对2011年纳入优抚
保障范围的烈士老年子女和农
村籍老义务兵生活补助标准进
行了首次调整，烈士老年子女中
央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每月增加
70元，农村籍老义务兵每服一年
义务兵役每月增加补助5元。这
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泰安市第21

次提高残疾军人残疾抚恤金标
准，第24次提高烈属定期抚恤金
标准和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生
活补助标准，也是近年来优抚对
象提标幅度较大的一次。

泰安技师学院揭牌
新增一所高等职校

本报泰安1月18日讯(记者
闫克杭 ) 泰安市高级技工

学校已于去年经省政府批准改
建为泰安技师学院，16日，该学
院举行揭牌仪式。改建后，学校
由中等职业教育跃身为高等职
业教育，部分毕业生将享大专
学历待遇。

学院党委副书记马腾文教
授介绍，学校改建为技师学院
后办学层次从中等职业教育跃
身为高等职业教育，原来主要
培养中级工、高级工，现在在培
养中级工、高级工的基础上增
加预备技师 (技师 )培养规模。
招生也由以前的主要以初中毕
业生为主向初中、高中、中职生
等各类生源扩展。

据了解，按照人社部发
【2014】96号文件规定要求，技
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

师)班毕业生参加企事业单位
招聘、确定工资起点标准、职称
评定、职位晋升等方面，按照全
日制大专学历享受相应待遇政
策，并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技师
学院取得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
的工程技术类专业毕业生，可
按有关规定参加专业技术人员
职称评聘，构建技能人才成长

“立交桥”。“毕业生拿到预备技
师证、技师证也将给他们进企
业找工作、议薪酬增加很大的
筹码。”马腾文说。

该校14级数控专业的刘凯
说：“学校改名顿时觉得‘高大
上了’，以后我们也成大学生
了。”一位教师也表示，学校改
建很高兴，以后教职员工的职
称评聘、薪资待遇也会有所提
高。

揭牌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闫克杭 摄

怎怎么么让让烧烧烤烤炉炉少少冒冒烟烟
城城管管和和商商户户一一起起想想办办法法

本报泰安1月18日讯(记者
张伟 通讯员 侯飞 孙

秋晨 ) 16日上午9点半左右，
在泰安市城管执法局岱岳区
分局会议室内，14名烧烤摊主
代表与各城管执法所所长，参
加城管商户面对面座谈会，就
如何改造烧烤炉具，避免油烟
扰民展开讨论。

“我的烧烤店安装油烟净
化装置，改造炉具后，可不可以
到店外边的空地上摆餐桌？”一
位邱姓烧烤店店主介绍，他的
店面小，摆不了几桌，担心因店
面受限，影响营业额。

岱岳区城管执法局工作人
员答复，对持有营业执照从事
烧烤的业户，按照禁止、限制、
改造规范的标准严格治理。“我
们的管理标准就是烧烤进院、
炉子进店、油烟进管的‘三进’
原则。至于桌椅，如果是在小范
围内规范性摆放，不占用车道、
和绿化带，并有经营场所的话，
可以允许摆放。但烧烤结束后
地面垃圾必须清理干净。”听完
工作人员的答复，烧烤摊主露
出了满意的笑容。

工作人员介绍，对没有取
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逾期、

有饮食营业执照但不包含烧
烤项目的，在道路两侧或公共
场所进行室外露天烧烤的，一
律予以取缔。“按照相关规定，
所有露天烧烤业户要对烧烤
炉具进行改造，使用无烟烧烤
炉具，并采取防烟尘措施，不
得存在噪音、烟尘扰民等现
象。”

据了解，烧烤作为一种美
食，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为了
达到既不污染环境，又不影响
店主经营的双赢模式，部分烧
烤摊贩代表曾到各地考察学
习，引进一些先进技术。

“油烟污染的第一受害人

是我们，而油烟治理后的第一
受益者也是我们。”在一家烧
烤店内，老板示范炉具改造后
的效果。烧烤过程中木炭产生
的浓烟，被油烟净化设备迅速
吸干净，达到无烟效果。“过
去，炭烤产生的浓烟对烧烤师
傅的身体损害很大，而改进炉
具后，不仅油烟少了，菜品味
道也上去了。”

泰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城管商户
面对面交流的形式，有利于掌
握社情民意，解决突出问题。

“既让油烟远离城市，又让业主
不脱岗，达到了双方共赢。”

无烟炉具让更多烧烤摊搬进屋里。 本报记者 张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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