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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纪委、监察局通报4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典型问题

村村支支书书侵侵吞吞拆拆迁迁款款被被追追刑刑责责
本报泰安8月2日讯(记者

侯峰) 近日，市纪委、监察
局通报4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腐败典型问题。其中，泰山区
一村书记因侵吞村民的部分
拆迁款，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并追究刑责。

4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
败典型问题分别是：

泰山区泰前街道水牛埠
村原党支部书记于光杰受贿
问题。于光杰在担任水牛埠村

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委员、村
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期间，
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
益，多次收受贿赂，侵吞村民
的部分拆迁款。泰山区纪委给
予于光杰开除党籍处分，司法
机关已追究其刑事责任。

岱岳区范镇砂办原主任
毕四栋受贿、挪用公款问题。
毕四栋在担任范镇砂办主任
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
取利益，受贿并挪用公款。岱

岳区纪委给予其开除党籍处
分，司法机关已追究其刑事责
任。

肥城市孙伯镇安监办原
主任郭泗峰受贿问题。郭泗峰
在任孙伯镇安监办主任期间，
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
益，多次收受他人所送现金。
肥城市监察局给予郭泗峰行
政开除处分，司法机关已追究
其刑事责任。

东平县梯门镇安监办原

主任王志俊受贿问题。王志
俊在任梯门镇安监办主任、
梯门镇榆树路建设指挥部副
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多
次收受他人所送财物。东平
县纪委、东平县人民政府分
别给予其开除党籍、行政开
除处分，司法机关已追究其
刑事责任。

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认
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

担当，把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
的腐败问题抓紧抓实，切实维
护群众利益。各级纪委要认真
履行监督责任，集中排查一批
问题线索，查处一批典型问
题，通报曝光一批典型案件。
要强化问责追究，基层党委、
纪委对“四风”和腐败问题听
之任之，或者压案不报、有案
不查，甚至袒护包庇的严肃问
责，使群众切实感受到全面从
严治党的成果。

本报泰安8月2日
讯 (记者 侯峰 ) 近
日，市政府下发通知，
到 2 0 1 7年年底，各县
(市、区)建成区范围内
的建筑工程要全部使
用预拌砂浆，禁止现场
搅拌砂浆。

为进一步促进工
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减
少施工工地噪音和粉
尘污染，提高建筑工程
质量和施工现代化水
平，市政府确定自2016
年1月1日起，泰安市市
区范围内所有在建重
点工程项目(包括市政、
交通、能源、水利等建
设工程)，施工场所禁止
现场搅拌砂浆，全部使
用预拌砂浆。有条件的
县(市、区)从县城规划
区开始，逐步禁止现场
搅拌砂浆并推广使用
预拌砂浆。到2017年年
底，各县(市、区)建成区
范围内的建筑工程要
全部使用预拌砂浆，禁
止现场搅拌砂浆。

根据要求，市、县
散装水泥管理部门将
采取项目贴息贷款、专
用设备购置补助等方

式，扶持预拌砂浆生产
企业发展。鼓励预拌砂
浆生产企业在生产过
程中使用粉煤灰、脱硫
灰渣、钢渣、工业尾矿
等固体废弃物，符合国
家有关资源利用产品
政策并经节能主管部
门认定同意的，可按规
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对生产、使用、推广预
拌砂浆成效显著的预
拌砂浆生产企业、使用
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住房城乡建设部
门要将使用预拌砂浆
列入文明施工的内容，
对未按规定使用预拌
砂浆的建设项目，按规
定予以处罚；对应使用
预拌砂浆而未使用的
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组
织部门不予验收。此
外，还将加大对“禁现”
区域内施工现场的监
督管理，加大现场搅拌
砂浆行为的执法检查
力度。对不按规定在施
工工地现场搅拌砂浆
的，责令企业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要
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
罚。

本报泰安8月2日
讯 (记者 邢志彬 通
讯员 聂华君) 一假
冒僧人的诈骗嫌疑人
在火车站附近卖护身
符骗钱，被站前派出所
拘留。他承认卖的护身
符成本只有2毛钱，卖
给受害者20元，利润高
达百倍。

7月30日上午，一
身穿僧人衣服的人在
泰山火车站广场东桥
洞附近以给人看相、算
命、卖护身符。泰山区
公安分局便衣队和站
前派出所民警看他形
迹可疑，带回派出所调
查。

男子谢某老家安
徽省安庆市枞阳县，他
交待一身行头都是假
的，身上穿的僧服是从
老家花32元买的，皈依
证是花7元钱买的，护

身符、财神符是以不到
两毛一张的成本价定
做的。

7月29日下午他来
到泰安，他在泰山火车
站广场及周边转了一
圈，查看地形，了解情
况，选择行骗地点。30
日，一早就穿上和尚服
到火车站桥洞北侧路
边开始行骗。

他在路边坐了一
会就有人找他看相，谢
某给人看相时，抓住机
会向对方讲护身符是
保平安的，财神符是发
财的，看情况向对方开
价。一张护身符价格要
卖到20元以上。生意好
时，一天收入200多元。
遇到有钱的富人，一次
给几百元也是可能的，
全靠他一张嘴忽悠。

目前，谢某因涉嫌
诈骗被行政拘留5日。

城乡客车上安全带有些已损坏———

司司机机教教乘乘客客搭搭腰腰上上““装装装装样样””

花32元买套僧服
两毛钱“护身符”卖20元

在建重点工程明年起

禁止现场搅拌砂浆

近日，有市民在城区汽
车站乘坐城乡客车发现，车
上安全带损坏，简单打了一
个结继续使用，只在出站之
前搭上，出了站就随意解开。7
月30日，记者走访发现，在城
乡客车上这一情况较为常
见，有的司机称安全带就是
出站检查用的。

文/片 本报记者 赵兴超

7月29日，市民李先生乘坐
城乡客车去宁阳，出站前被司
机告知需要系上安全带，但安
全带损坏没法系，只能搭在腰
上假装系了。

李先生说，他当天坐车
时，一上车就发现安全带坏
了，插入卡扣的地方断裂，安
全带插进去后会自动滑出来。

“我一般坐车都会主动系安全
带，对自己负责，但是这种安
全带没法用，我也没办法。”李
先生说，当时车上人多没有多
余空座调换，他也没系上安全
带。

车辆发车准备出站时，司
机和乘客们说都系上安全带。
李先生询问安全带坏了怎么
系，司机告诉他坏了就不用
系，搭在腰上装装样子就行
了。就这样，李先生搭上安全
带过了门口安检，一路没有系
安全带到了目的地。

“这样的安全措施让人太
没有安全感了，最终糊弄的还
是乘客自己。”李先生说。

30日，记者走访泰城老汽车
站、交通宾馆汽车站等车站，发
现安全带损坏还在继续使用，多
为城乡客运线路中小型车辆。

在交通宾馆汽车站，记者随
机走上5辆不同线路的客运车
辆，其中两辆车的安全带有不同
程度损坏，大部分为卡扣附近安
全带磨损断裂，被司机打上了
结。有的安全带卡扣丢失，只剩
下一个绳结，搭在安全带的另一
端。有乘客发现安全带系不上，
干脆把绳结栓在安全带下方，出

站时露出腰上的安全带。
城际客运线路车辆安全带

相对完好。在老汽车站，记者走
上6辆济南、曲阜等不同线路的
城际客车，车上安全带基本没有
破损后糊弄使用的情况。

可是在车辆离开车站后，一
些乘客主动解开安全带卡扣。记
者看到一辆发往肥城方向的客
车上，有乘客在车辆刚从车站出
门右转进入泰山大街，就解开了
安全带。

城乡客运线路 安全带损坏多

根据交通部门规定，客运车
辆出站前，乘客必须系安全带，
司机及车上管理人员也有责任
提醒乘客。一旦发生事故，因未
系安全带出现伤亡，司机及公司
也有一定责任。泰安市交通局客
运科工作人员表示，30日下午就
下发通知紧急筛查，对违规车辆
予以停运。

泰安市交通局运管处客运
科高峰科长介绍，对于司机及公
司来说，乘客不系安全带，在出
现交通事故后也应承担相应责
任，基本属于五五分。对于车上

安全带设备，司机及公司应该保
障使用状况良好。

个别乘客忽视安全，出站后
再解开安全带，这种情况司机难
以察觉再提醒。而一旦因此受伤
或死亡，司机和乘客的责任划分
不好确定。

交通局工作人员表示，之前
曾专门暗访明察安全带问题，30
日下午马上安排驻站工作人员紧
急筛查，对查出的违规车辆将予
以停运等处罚。市民可拨打客运
投诉举报电话8266045、交通运输
服务监督电话12328举报。

交通局布置筛查 违规车辆将停运

安全带系不上

司机给出招

一辆车上的安全带已经没了卡扣。

安全带已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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