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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纪委通报六起违反八项规定问题

办办喜喜面面收收礼礼金金一一社社区区干干部部党党内内警警告告

本报泰安9月9日讯 (记
者 杨思华 ) 9日，记者从
泰安人事考试中心网站获
悉，市直事业单位招聘面试
递补公告发布，共有170人递
补入围面试。面试递补人员
资格审查时间为9月10日至
11日，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
资格审查的视为放弃面试资
格。

据悉，2015年泰安市市
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进入资
格审查阶段，部分进入面试
范围人员因个人原因自愿放
弃，或因不符合报名条件资
格审查未通过等原因取消面
试资格。根据公开招聘简章
的有关规定，对因弃权或取

消资格造成的空缺，按笔试
成绩依次递补 (递补人员笔
试总成绩在笔试合格分数线
以下的不再进行递补)。

面试递补人员需于2015
年9月10日至11日到市政中
心C408房间进行资格审查，
时间为上午8:30至11:30，下午
13 :30至16 :30。资格审查合格
的，缴纳面试考务费70元。领
取面试通知书的具体时间另
行通知。

进入面试的应聘人员，
需在资格审查公告规定的时
间内，到指定地点向招聘单
位提交《泰安市市直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登
记表》和《应聘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诚信承诺书》，以及身份
证、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
印件 (学位证书岗位有要求
的需提供)。

取得面试资格的应聘人
员在面试人员资格审查截止
日前仍未向招聘单位提交有
关材料的，则视为弃权。经审
查不具备应聘条件的，经招
聘主管部门核准后，取消其
面试资格。因弃权或取消资
格造成的空缺，按笔试成绩
依次递补 (需达到笔试合格
分数线)。考生可通过泰安人
事考试中心网站 ( h t t p : / /
taks.tars .gov .cn)查看递补进
入面试范围人员名单和具体
事宜。

本报泰安9月9日讯
(记者 杨思华) 日前，
泰安市政府发布防空防
灾警报试鸣公告，9月18
日北京时间10时整，将
在泰安城区内实施防空
防灾警报试鸣。

18日，城区试鸣的
防空防灾警报信号氛围
四类，明访顺序分别是

“预先警报”、“空袭警
报”、“灾情警报”、“解除

警报”。警报信号规定
为：预先警报：鸣36秒，
停24秒，反复三遍；空袭
警报：鸣6秒，停6秒，反
复十五遍；灾情警报：鸣
15秒，停10秒，鸣5秒，停
10秒，反复三遍；解除警
报：连续鸣3分钟。

18日试鸣时，每种
警报信号间隔时间为30
秒。

本报泰安9月9日讯(记者
陈新) 近日，泰安市纪委、

监察局通报6起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典型问题分别是：泰山区
岱庙街道金星社区党总支委
员、居委会委员杨斌举办喜
面宴收受管理对象礼金。泰
山区岱庙街道金星社区党总
支报岱庙街道党工委批准，
给予杨斌党内警告处分。

岱岳区夏张镇卫生院违
规发放过节福利。岱岳区纪
委给予负主要责任的院长赵
伟平党内警告处分。

新泰市中小企业办副主
任孟光杰、秘书科长王俊伟
公车私用。新泰市纪委给予
两人党内警告处分。

肥城市林业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肖明泉违规接受
服务对象接待。肥城市纪委
给予肖明泉党内警告处分，
责令有关单位对参与接待的
其他人员诫勉谈话。

宁阳县工商局东庄工商
所副所长张成举公车私用。
宁阳县纪委给予张成举党内
警告处分。

东平县老湖镇七里铺村
党支部委员赵广江任该村党

支部书记期间，安排超标准
接待，铺张浪费严重。东平县
老湖镇党委给予赵广江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通报要求，各级党委(党
组)要充分认识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纠正“四风”工作的
严峻性，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结合“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对党员干部从严教
育管理，不断深化和巩固纠正

“四风”工作成果。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要保持高压态势，把纪
律挺在前面，坚决查处各类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及
时通报曝光，形成强烈震慑。

本报泰安9月9日讯
(记者 薛瑞 ) 9日上
午，高新区专家顾问聘
任暨重点项目签约仪式
举行。以互联网、新能源
等为主的17个重点项目
落户高新区，项目总投
资额达78亿元。15位来
自中国工程院等单位的
专家，受聘为专家顾问。

9日上午10点15分，
2015泰安国家高新区跨
越发展专家顾问聘任暨
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在万
达嘉华酒店举行。刘先
林、魏正耀等共15位学
者，受聘成为高新区专家
顾问，并领取到聘书，为
高新区发展出谋划策。这
些学者多来自中国工程
院、中国科学院等科研单
位。

作为第二十九届泰
山国际登山节活动之
一，17个重点项目落户
高新区，并在现场正式

签约落地，包括全国物
流信息交易中心、地质
测绘集成系统工程研
发、免疫细胞治疗技术
研发、现代物流产业园
建设、泰山学者协同创
新平台等。本次签约重
点选择科技含量高、市
场前景好、成长性强的
项目大力推进，互联网、
新能源、高科技，成为签
约项目的亮点。

以“国家级大数据产
业园项目”为例，项目致
力建设中国农业大数据
中心，今后农作物该种多
少、种什么、价格如何等，
通过大数据可以一目了
然反应出来。据了解，这
批签约项目总投资额达
78亿元，另外，高新区还
有4个重点项目已于昨日
参加了市里集中签约，总
投资额达50亿元，全区21
个重点签约项目投资额
达128亿元。

市直事业单位招聘进入资格审查阶段

117700人人搭搭末末班班车车递递补补面面试试

17个重点项目落户高新区
项目总投资额达78亿元

18日上午10时整
试鸣防空防灾警报

泰泰山山区区招招聘聘44名名事事业业编编工工作作人人员员
9月14日报名，16日就举行笔试

本报泰安9月9日讯(记者
杨思华) 近日，记者从泰

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获悉，泰山区将从该考区的
社区工作者等人员中，公开
招聘4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报名时间为9月14日。

本次招聘共有两个岗
位，各岗位招聘2人。其中，区
直事业单位普通管理岗位A
面向泰山区2008年、2009年招
聘的社区工作者，2 0 1 0年、
2011年为地税泰山分局招聘
的纳税服务人员招聘；区直
事业单位普通管理岗位B面
向省庄镇、邱家店镇原经组

织人事部门派遣且不占编制
的大中专毕业生招聘。

报名时进行资格初审，
初审确认后，缴纳考务费每
人40元。应聘人员应提交的初
审材料包括：毕业证、二代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并同时
提供所在单位党(工)委出具
的同意报考证明，社区工作
者还须提交与区民政局签订
的聘用合同，纳税服务人员
提交聘用管理合同。已享受
优惠政策被录用为公务员或
招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的，不能报考。

报名时间为9月14日，上

午8:30-11:30，下午2:00-5:00；报
名地点为泰山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一楼大厅(东岳大
街16号院内)。应聘人员凭收
款收据、本人二代身份证于9
月15日到报名点领取笔试准
考证，逾期不领的，视为放
弃。

本次考试笔试内容为
《公共基础知识》，笔试试题
异地命制，异地阅卷。笔试时
间2015年9月16日上午9∶00-11
∶00。笔试考点在泰城设置，具
体考点、考场在准考证上注
明。

今年以来，市地税局泰山分
局牢固树立“惩防并举防为主、
廉政建设在基层”理念，坚持反
腐倡廉与税收中心工作相结合，
通过“四大机制”建设筑牢廉政
风险防控墙，最大限度地规范税
务人、方便纳税人，从而进一步
规范了税收执法行为，营造了公
开、公平、公正和高效的执法环
境，连续多年在全区行风评议中
位居行政执法类第一名。

着眼健全基层反腐倡廉思想
保障机制，泰山分局坚持正面引
导和警示教育相结合，建立“网上
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开发“网络
学习平台”和“电子图书馆”，开设

“廉政教育专栏”，集中了40余套
廉政教育专题片和教学课件，供
广大干部职工学习使用；组织开
展了“以案为戒、警钟长鸣”警示
教育巡回展览、“观廉展、明是非、
谈感悟”优秀文章评选、廉政专题

演讲比赛和廉政书画摄影展览等
活动，引导干部职工算好经济账、
政治账、家庭账、自由账，防止职
务犯罪现象发生，基层干部职工
的自律意识有效增强。

着眼完善基层税收管理预
警机制，泰山分局依托廉政风险
防控平台，运用科技手段，抓好
信息采集、风险核查、整改落实，
加强对税收执法全过程的监督，
使纪检监察工作渗透到税收征

管的各个环节，发现问题及时纠
正处理，进一步完善了基层单位
税收管理预警机制。

着眼强化基层税收执法问责
机制，泰山分局开发应用了三方
信息税收应用平台，搭建了纵向
分级管理、横向联动的税源管理
组织架构，建立健全了严格规范
的标准化执法体系、行政权力运
行制度体系和严肃的责任追究体
系，实现了管理的扁平化、纳税情

况的透明化，在促进征管水平进
一步提高的同时，对税务干部的
行为也起到了直接监督作用。

着眼完善基层干部队伍监
督管理机制，泰山分局建立纪检
监察员工作制度、纪检监察监督
检查制度，强化廉政建设考核制
度、政风行风工作责任制，促进
基层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制度
化，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肖江东 张士林)

市地税泰山分局筑牢廉政风险“防火墙”

本报泰安9月9日讯
(记者 王世腾) 近日，
S31泰新高速新泰西收
费站改造完成，由原来
的“2进2出”改造为“3进
5出”，出入口各设 1个
ETC车道，同步扩建收
费匝道、收费广场。

泰安市公路局工作
人员介绍，S31新泰西收
费站原本为2个进车道2
个出车道，高速车辆增
多后，经常堵车。今年5

月份，新泰西收费站开
始改造，本次改造由原
来的“2进2出”改造为“3
进5出”，出入口各设1个
ETC车道,同步扩建收费
匝道、收费广场 ,新建收
费天棚、机电工程，并增
设了标志、护栏、轮廓标
等安全设施。

经过3个月的紧张
施工，于8月31日顺利完
工。

泰新高速新泰西收费站
改造为“3进5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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