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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5月9日讯 (记
者 张跃峰) 5月9日，市纪
委通报了4起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分别涉
及临清、冠县、莘县、东阿等
4个县市工作人员。

其中，临清市司法局党
组原成员、公证处原主任王
治国超标准购买公务用车
问题。2012年5月和2016年3
月，王治国在任临清市司法
局党组成员、公证处主任期
间，先后超标准购买2辆公
务用车并落户在个人名下。
临清市纪委、市监察局将王
治国上述违纪行为与其违
规设立账外账问题合并处
理，给予王治国撤销党内职

务、行政撤职处分。
冠县清水镇联合校原

副校长、中学原校长刘学杰
违规报销个人车辆费用问
题。2013年至2014年，刘学
杰担任清水镇联合校副校
长、中学校长期间，利用职
务之便，违规报销个人车辆
费用6159 . 46元。冠县纪委
给予刘学杰党内警告处分，
并收缴违纪所得。

莘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副大队长种记亮、莘县河店
镇派出所副所长段瑞平公
款旅游问题。2016年5月，种
记亮和段瑞平借去湖南衡
阳调查案件之际公款旅游，
共计花费4086元。莘县纪委

分别给予种记亮、段瑞平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收缴违
纪所得。

东阿县牛角店镇城建办
主任孙海明违规公款吃喝问
题。2015年1月，孙海明在任
牛角店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专
职副主任期间，先后两次以
信访维稳名义公款吃喝，共
计花费2063元。牛角店镇党
委给予孙海明党内警告处
分，并收缴违纪所得。

通报强调，各级党委
(党组)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结合“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强化对党员领导干
部的日常教育管理监督，做

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
管长严。各级领导干部要牢
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切
实增强遵规守纪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要认真履行监督责
任，把纠正“四风”往深里
抓、实里做，紧盯老问题，关
注新动向，对违规违纪问题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典型
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一
起。要严肃问责追究，对“四
风”问题多发频发的，既追
究领导责任，又追究党委
(党组)的主体责任、纪委(纪
检组)的监督责任，让失责
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

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被通报

两两名名公公安安人人员员公公款款旅旅游游被被处处分分

本报聊城5月9日讯 (记
者 张跃峰 ) 5月9日，聊
城市纪委对外发布了临清
市某局党委委员窦某某案
例剖析。据介绍，窦某某占
用公车图方便，结果因顶
风违纪被查处。

根据聊城市纪委发布
的案例剖析，身为党员领
导干部，本应自觉遵守关
于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
的相关规定，但临清市某
局党委委员窦某某却顶风
违纪，工作调动后长期违
规占用原单位公车，触碰
纪律红线，受到了党纪处
分。

2010年，临清市县乡
领导班子调整，临清市某
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窦某
某调任临清市某局党组书
记、局长。来到新单位，窦
某某发现该局只有一辆公
务用车，而且还是机动车
辆，平时工作中用车十分

不方便。如何才能解决这
个问题呢？窦某某思来想
去，打起了自己在原单位
时所使用的那辆公务用车
的主意。一次回原单位时，
窦某某提出了想借用自己
原来使用的那辆黑色帕萨
特轿车，并借调一名工作
人员暂时作为驾驶员。窦
某某原来是该乡的主要负
责人之一，现在乡镇的许
多工作也与该局有业务上
的往来，该乡负责同志虽
然心里不情愿，但最终还
是答应了窦某某的要求。

早在1997年5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
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
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就明
确指出，党政机关工作人
员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借
用下级机关或企业事业单
位的车辆，对现已借用的
车辆要一律清退。2011年，
聊城市也曾经开展过相应

治理，但窦某某对三令五申
置若罔闻，认为自己借车是
为了工作方便，属于“公车
公借”，又不是“公车私用”。
党纪观念淡薄，存有侥幸心
理，让窦某某在违规违纪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

2012年2月，窦某某再
次调任临清市某局党委委
员，这辆原本就是借来的
车又跟着窦某某来到了新
单位。此后三年多的时间
里，该车一直被窦某某作
为公务用车使用。随着全
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和中
央八项规定的出台，聊城
市对公务用车的管理越来
越严格，窦某某认识到自
己长期占用原单位公务用
车行为的严重性，感到忐
忑不安，于2015年8月将该
车退还给了乡镇。

窦某某原以为将车退
还就相安无事，结果是大
错特错。2016年8月至10月

期间，聊城市开展乡镇专
项巡察，巡察组发现窦某
某调动后长期违规占用原
单位公车的有关问题线索
后，将该线索转交给临清
市纪委，临清市纪委迅速
成立调查组，对窦某某的
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借 用 自 己 原 来 的 公
车，用于公务，看起来似乎
合情合理。但是，公车的配
置 和 使 用 都 有 严 格 的 规
定，一旦违反规定，就会受
到纪律的惩处。调动后长
期违规占用原单位公车，
暴露出了窦某某思想认识
不到位，其根子还是在于
纪律和规矩意识淡薄，心
存侥幸，不知敬畏。

违纪不分大小，党员
干部如果不把纪律和规矩
当回事，就会触碰纪律“红
线”，受到惩处在所难免。
2017年1月，临清市纪委给
予窦某某党内警告处分。

市纪委发布临清一局党委委员案例剖析

顶顶风风违违纪纪长长期期占占用用公公车车被被查查处处

本报聊城5月9日讯 (记
者 凌文秀) 记者从聊城
市高新区管委会获悉，为鼓
励公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严厉打击各类环
境违法行为，该区出台《聊
城高新区环境违法行为有
奖举报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违法行为举报
最高奖励3000元。

根据《办法》，一切单位
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
务，并有权利对高新区辖区
范围内的环境违法行为进
行举报。

举报环境违法行为，应
当首先向高新区环保分局
举报；对于跨行政区的环境
违法行为，可以向环保分局
或者聊城市环保局举报。环
保分局接到举报后应当予
以登记并依法受理。经审查
不属本部门管辖的，应当及
时告知举报人。

举报下列环境违法行

为，经环保分局调查情况属
实，并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罚
或者避免了较大环境污染
损害的，由环保分局根据举
报的内容、性质、情节等酌
情给予100元以上500元以
下的奖励。比如擅自建设国
家明令禁止的土小企业等
重污染项目，或被取缔后擅
自恢复生产的；新、改、扩建
项目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擅自生产的；已被责令
限产、停产治理，未完成治
理任务或未经环保部门验
收通过，擅自恢复生产的；
排放超出规定排放浓度的
污染物，造成大气、水、土壤
污染的；私设暗管或者利用
渗坑、渗井、槽车等方式排
放、倾倒工业污水废液的；
擅自拆除、停运、闲置、损毁
污染防治设施或不正常使
用污染防治设施的；已安装
自动监控设备但不正常运
行或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的；煤场、料场、堆场未采取
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
水等措施，因内部物料的堆
存、传输、装卸等环节产生
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非法
排放、转移、倾倒、处置危险
废物的；机动车环保检验机
构出具虚假报告单、从事机
动车排气污染维修治理业
务等违反《山东省机动车排
气污染防治条例》的；私自
将废旧放射源和其他放射
性固体废物送交无资质的
单位贮存、处置或者擅自处
置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情形。

有下列情况的，环保分
局应给予举报人较高奖励。
如严重污染环境质量，经环
保分局多次调查却未能查
明排污者，举报人能提供准
确排污情况及相应证据的，
每起给予800元的奖励；及
时向环保分局提供线索，有
效避免重特大突发环境事

件发生的，每起给予2000元
的奖励；被举报的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由
司法机关立案处理的，每起
给予3000元的奖励。

据了解，举报人可采用
电话、信函、网络等方式进
行实名举报。举报时应如实
提供本人的姓名、身份证号
码和手机号码等资料，以便
后期核实和奖励。另外，举
报人应准确提供被举报单
位或个人的具体名称、详细
地址、环境违法行为事实
等，尽量提供照片、录像等
相关证据资料。

电话举报：工作日期
间：0635-8507378；2017年
专项行动24小时举报电话：
18963587233。

来信举报：高新区行政
服务中心环保窗口，邮编：
252500。

电 子 邮 箱 举 报 ：
lcgxqhbfj@163 .com。

聊城高新区出台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暂行办法

举举报报环环境境违违法法行行为为最最高高奖奖励励33000000元元

本报聊城5月9日讯(记者 王
尚磊 通讯员 陈双双) 手术中
大出血，需要及时输血，很多人都听
说过。但把产妇大出血的血液回收
后，经过处理后再回输给产妇本人
恐怕很少人听过。9日，记者了解到，

“用自己血救自己命”的产妇已恢复
良好痊愈出院。

记者了解到，4月26日，东昌府
区妇幼保健院收治一名产妇，手术
中这名瘢痕子宫、胎盘植入产妇出
血约2800毫升，医护人员通过血液
回收机经回收、过滤、离心、洗涤后
给予自体血回输1200毫升，产妇生
命体征平稳，目前恢复良好，已痊愈
出院。

“这是医院产科自体血回输技
术应用第一例，同时也是自体血回
输技术在聊城地区产科手术中的首
次运用。”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手术
麻醉部严长亭主治医师介绍， 考
虑到手术过程中，可能会有大出血
的可能性，术前通过麻醉科、产科医
师等多科室专家的讨论，同时在征
得产妇及家属同意并签署自体血回
输治疗知情同意书后决定给予产妇
行产科自体血回输。

医护人员介绍，此前，产科手术
中遇到产妇大出血的状况，需要及
时输血，但是会存在血液紧张、输血
风险等问题，但往往因为血液问题
危及到产妇生命，现在自体血回输
技术在产科手术中的成功运用，减
少使用异体血，有利于产科手术的
成功实施，产科手术中自体血回输
能及时回收失血，回输血处理速度
快，经洗涤的红细胞质量高，携氧能
力强，还可以减少异体输血的并发
症，对孕产妇的生命安全起了更大
的保障作用。

“当前血液紧张，血库告急，医
院采用自体血液回收可缓解血源紧
张、短缺问题，避免了异体输血可能
发生的丙肝等传染病和发热、溶血
症等输血反应，同时也为特殊血型，
如Rh阴性(熊猫血)的产妇输血的难
题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东昌府
区妇幼保健院手术麻醉部主任赵钦
征介绍。

产妇术中大出血

血液回收紧急救命

为了解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状
况，给老人带去关爱，近日，商学院
的志愿者们来到了聊城市光明康复
中心，举办“风中之烛，你我呵护”主
题活动。同学们为老人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家务并给老人们表演了节
目，博得了老人们的欢心，让老人们
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离别之际，志愿者们给老人们献上
自制的小礼品。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张云飞
摄

关爱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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