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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
提高泰城市政设施完好率，建
设文明幸福城市。按照2015年

度市政道路养护管理计划，从
目前到 6月底，我市将逐步对
环山路、东岳大街、泰山大街、

财源街、龙潭路、青年路、岱宗
大街、擂鼓石大街、虎山路、校
场街、旧镇路、迎春路等市级
管辖的道路进行集中养护施
工。由于养护施工点多面广、
时间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将给
沿线市民工作、生活和交通出
行带来一定影响。对此，我们
深表歉意，并真诚地希望广大
市民给予理解和支持。

在养护施工过程中，我们
将加大交通疏导，强化施工管
理，采取有效措施尽全力减小
施工影响。同时，欢迎广大市
民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共
同推进泰城道路养护工作顺利
进行。

泰安市公用事业管理局
泰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2015年5月28日

致致泰泰城城广广大大市市民民的的一一封封信信

市自来水公司提醒广大用水户

管管护护供供水水设设施施 保保障障安安全全用用水水
本报泰安5月28日讯 (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万峰 华
玉龙 ) 供水设施是保障安全
供水的首要条件，特别是公用
消防栓、供水阀门、水表井大
多设置在路边或楼房便道上。
近日，记者发现不少小区的水
表井被长期占压，井盖变形，
损坏。泰安市自来水公司工作
人员介绍，长期占压水表井将
不能及时抄表，容易产生水费

纠纷，为了维护市民正常用水
权益呼吁市民不要私自占压、
圈占供水管线及附属设施。

泰安市自来水公司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泰安市自来水

“一户一表”改造已达1 5余万
户，户外抄表任务繁重。自来
水抄表员每天走街串巷奔波于
各社区居民楼前水表井抄表，
提井盖、读数、抄表等规范严
格，时效性要求高。但是，水表

井上私搭乱建、违章停车、存
放杂物等现象时有发生，增加
抄表难度，有时去几次也无法
抄表，只能暂时估抄，使用水
户对供水服务工作产生误会。
因占压不能顺利抄表，产生的
水费纠纷也让市民“烦心”。

长期占压水表井会造成表
井盖变形、损坏，影响供水长
期 安 全 使 用 。失 去 表 井 盖 保
护 ，容 易 造 成 水 表 丢 失 及 损

坏。对于水表被冻、损坏、污水
渗漏及疑似漏水等情况，也不
便及时发现和维修处理。

为避免给用水户造成不必
要的经济损失及自来水流失，更
好为市民提供优质的供水服务，
公司特别提示广大居民：为了维
护您的正常用水权益，公司呼吁
居民不要私自占压、圈占供水管
线及附属设施，以方便抄表员正
常抄表和维护水表。

厚道鲁商

诚信兴企

为进一步开展好“厚道
鲁商，诚信兴企”倡树行动，
市自来水公司围绕供水企业
更多承担社会责任，积极营
造全社会关心水环境、保护
水环境的良好氛围， 4月25
日，公司利用周末组织70余
人，以宣传“维护生态平衡，
保护水源地”，“节水、洁水”
为主题的健步走活动。通过
健步走活动传播环保新理
念，起到走过“一条路、带动
沿路人”的联动示范效应。

“厚道鲁商，诚信兴企”
健步走活动由天庭乐园出发
沿环湖路行至大河湿地，全
程约14公里。在往返行走途
中，身为供水战线员工，深感
水源洁净的重要，他们沿途
向身边的行人和游客传播

“节水、洁水”从我做起，传播
保护水源地、维持生态平衡
的重要作用，同时，供水员工
在活动中交流互动，提升自
我，充分参与“厚道鲁商、诚
信兴企”，体验行动的意义与
作用。公司以丰富职工文化
生活的方式，搞好“厚道鲁商

诚信兴企”倡树活动，促进
了供水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以“我健康，我快乐”的蓬
勃朝气，助推企业更加向上
和谐发展。 (万峰 华玉龙)

5月14日宁阳县磁窑镇卢家
寨村村委将绣有“光大社会责
任，共建城乡文明”旌旗送到公
司。卢家寨村是我公司“城乡文
明牵手共建”活动的结对村。

《泰安市第六批“城乡文明

牵手共建”行动实施方案》下发
以后，公司按照活动要求立即行
动起来，与结对村主动联系，积
极协调，充分发挥文明单位的综
合优势。以为农民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为出发点，多次深入现场

实地查看，根据卢家寨村实际情
况投资5万余元，为该村购置了
电力设备和修建了文体广场，解
决了因电力设施老化造成的安
全隐患，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百姓
的业余生活，得到了村民的普遍

认可和一致好评。
近年来，公司充分发挥企业

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始终坚持文
明建设不放松，以城乡文明牵手
共建活动为载体，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 (刘斌 安智勇)

城城乡乡携携手手共共建建幸幸福福家家园园

省纪委通报近期查处8起腐败典型问题，其中一起涉及泰安

一一副副主主任任受受贿贿被被开开除除党党籍籍获获刑刑
本报泰安5月28日讯(记者

侯峰) 近日，省纪委再次通
报8起近期查处的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腐败典型问题，其中，岱
岳区国土资源分局一原副主任
因受贿被通报。

根据通报，泰安市岱岳区
国土资源分局土地开发整理服
务中心原副主任张芹受贿问
题。岱岳区纪委给予张芹开除
党籍处分，司法机关已依法作
出判决。

通报要求，各级党委和纪
委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切实承担起解决发生在群众身
边的腐败问题的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
任担当，从严监督执纪，切实维

护群众利益。对基层党委、纪委
落实“两个责任”不力，管辖地
区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突出，或
者有案不查、袒护包庇的，严肃
追责，典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
曝光，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本报泰安5月28日讯(记者
白雪) 根据《泰安市教育局

2015年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
工作意见》，有在泰安市内其
它县市区就读的泰山区户籍
学生要报考市直高中，或在泰
安市内其它县市区就读的岱
岳区户籍考生报考岱岳区高
中，请看好条件及准备的材
料，在规定时间内去报名。

在泰安市内其它县市区
就读的泰山区户籍学生报考
市直高中相关报名流程如下：

报名所需材料：①户口本
(原件及复印件)；②学籍证明
(加盖县市区教育局学籍公
章)；③《泰安市在非户籍地就

读学生普通高中志愿报考资
格审批表》三份(加盖学籍所
在地基教科公章)。请登录泰
安市初中学生学业考试信息
管理平台自行下载 ( 网址：
www.taszk.com)。

报名时间：5月 2 8日 8：
30—6月2日17：00。

报名地点：泰山区教育局
基础教育科。

在泰安市内其它县市区
就读的岱岳区户籍考生报考
岱岳区高中，以下五类考生可
以报考，具体要求及所需材料
如下：

在泰安市内其它县市区
就读的岱岳区户籍考生。①考

生及家长申请；②户口本(原
件及复印件)；③学籍证明；④

《泰安市在非户籍地就读学生
普通高中志愿报考资格审批
表》三份。

户籍在泰山区，父母一方
在岱岳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的考生。①学生及家长申请；
②户口本(原件、复印件、能证
明父子或母子关系)；③学籍
证明；④父母一方工作单位证
明(盖单位和区编办公章)。

户籍在泰山区，父母一方
在岱岳区企业工作的考生。①
学生及家长申请；②户口本
(原件、复印件、能证明父子或
母子关系)；③学籍证明；④父
母一方工作单位证明(盖单位
公章和上级主管部门公章)；
⑤养老保险手册；⑥由单位出
具的工资发放凭证。

来岱岳区投资客商人员
子女。①学生及家长申请；②

户口本(原件、复印件、能证明
父子或母子关系)；③学籍证
明；④客商证(原件、复印件)。

学籍和户籍在泰安高新
区的考生。①户口本(原件及
复印件)；②学籍证明。

符合以上条件，持所需材
料到岱岳区教育局审核；

符合报考条件的发给《同
意报考证明》并在资格审批表
上盖章；持《泰安市在非户籍
地就读学生普通高中志愿报
考资格审批表》回学籍地教育
局基教科盖章，并交学籍地教
育局基教科一份；

将盖完章的《泰安市在非
户籍地就读学生普通高中志
愿报考资格审批表》交回岱岳
区教育局一份，剩余一份由考
生个人留存。

报名时间：5月 2 6日 8：
30—5月29日17：00。

本报泰安5月28日讯(记者 侯
峰 ) 泰安市政府近日出台信访事
项听证员工作规则，其中，政府信访
事项听证员实行聘任制，聘期为2
年，将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等中聘
任。

听证员的主要职责是参加市政
府受理信访事项的听证会并担任听
证员；对市政府受理复查复核的信
访事项进行研究论证和会审，并提
出审查意见。

听证员的选聘范围为：驻泰省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泰安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驻泰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的学者；市直有关部门、单位和
社会团体的专业工作人员；驻泰律
师事务所的律师。

在选聘条件上，对听证员的工
作经验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其中，高
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师、研究人
员，应当具有中级以上职称，8年以
上工作经历；律师等法律实务工作
者，应当具有法律执业资格证书，8
年以上法律实务工作经历；在所从
事的工作或者专业领域享有较高的
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身体健康，年
龄一般在60周岁以下等。

在劳务报酬上，参加市政府信
访事项听证会或者会审会的听证员
每半天的基本报酬最高不超过200
元，高级技术职称的听证员每半天
最高不超过300元。

在在外外区区县县就就读读学学生生回回来来考考高高中中
报报考考材材料料一一定定准准备备全全

政府信访听证员
实行聘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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