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9月19日讯 (记
者 张跃峰) 9月19日，为督
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
部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释放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
当、失责必追究的强烈信号，
市纪委对近期查处的4起问
责典型问题发出通报。

阳谷县七级镇人大主席
杨福明、副镇长郎会宁、三里
管理区原书记申正坤因辖区
内违规加收生产性费用被问
责。2015年至2016年，七级镇
三里管理区辖区内井庄村、
大翟村、刘文堂村在征收生
产性费用中搭车加码，共计
多收23 . 09万元。杨福明、郎
会宁、申正坤对此负有领导
责任。阳谷县纪委分别给予
杨福明、郎会宁党内警告处
分，给予申正坤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

冠县人民法院党总支副
书记秦秀忠，冠县人民法院
司法鉴定中心主任、法警局

局长杨广超因下属工作日期
间午间饮酒被问责。2017年4
月，冠县人民法院法警局3名
合同制法警和1名驾驶员在
驾驶警车执行公务期间，午
间饮酒。秦秀忠、杨广超对此
负有领导责任。冠县纪委分
别给予秦秀忠、杨广超党内
警告处分。

东昌府区沙镇镇朱台小
学负责人张长路因本校教师
有偿课外辅导被问责。2017
年3月，朱台小学教师朱景立
有偿开办辅导班，造成不良
影响。张长路对此负有领导
责任。东昌府区纪委给予张
长路党内警告处分。

东阿县高集镇中心卫生
院党支部书记、院长赵绪新
因下属办公用房超标被问
责。2017年4月，赵绪新在向
东阿县纪委报备办公用房使
用情况时，未认真审核，致使
高集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冯高
生所使用办公用房超出规定
标准5 . 6平方米。赵绪新对此

负有领导责任。高集镇党委
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从以上4起典型
问题中汲取教训，切实引以
为戒。要真正把管党治党的
政治责任记在心上、抓在手
中、扛在肩上。要按照《中国
共产党问责条例》规定的六
种问责情形严肃问责，对发
现的问题，要敢抓敢管、严抓
严管、真抓真管，层层传导压
力，压紧压实责任。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要认真履行监督责
任，正确运用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持续加大问责追究力
度，严格落实“一案双查”，以
强有力的问责督促责任落
实，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
为常态。要持续加大通报曝
光力度，定期通报追责问责
典型案件，持续释放有责必
问、问责必严，越往后执纪越
严、处理越重的强烈信号，以
强力问责追究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责任落实。

市市纪纪委委通通报报44起起问问责责典典型型问问题题
4名“一把手”因下属违规违纪被问责

本报聊城9月19日讯 (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杜泽
敏 邱婵) 拿了驾照就能开
好车吗？那可不一定。不少市
民驾照下来一两年了，还没
怎么摸过车，这些驾驶人员
虽然从驾龄上看已经算是老
司机了，但是从驾驶技术上
看还是不折不扣的新手。真
正会开车、开好车可没那么
容易。为了进一步提高驾驶
人安全行车意识，9月18日下
午，东昌府大队宣教民警走
进驾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给驾校学员授课。

期间，东昌府交警大队宣
教民警还向驾校教练、学员发
放了《聊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
例》等宣传材料，现场为广大
驾驶学员讲解了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教育广大教练及学员
要严守法规，共同抵制酒驾、
超速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提
醒即将获得驾驶资格的“准驾
驶员”，在驾车出行时一定要

保持平和、理性心态，规范操
作，安全驾驶。

据介绍，近年来，全市机
动车驾驶人数量增长迅速，
这其中绝大部分是通过驾校
学习后考证的。然而，部分驾
校在对新驾驶人培训时，往
往重视驾驶技能培训、忽视
文明交通理念教育，导致部

分新驾驶人文明交通理念和
常识缺失。

通过此次宣传教育活
动，交警部门引导学员进一
步树立了“摒弃交通陋习，安
全文明出行”的道路交通安
全文化理念，提高了文明行
车意识，从源头上消除道路
交通事故安全隐患。

提高广大驾校学员的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交交警警““讲讲师师””进进驾驾校校讲讲交交通通安安全全

民警“授课”现场。

为进一步推进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权
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和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
益保护实施办法》落实，扎实
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宣传
活动，提高辖区金融机构对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重
视程度，持续推动金融消费
者教育和金融知识普及工
作，提升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操作
技能，聊城市金融消费权益
保护协会于9月16日上午举
办了“全市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法律法规知识竞赛”。辖区
银行业金融机构、支付机构
共19家会员单位、246名选手

参加了此次竞赛。
本次竞赛采用现场计算

机答题方式。题型分为单选
题、多选题和判断题，考试完
毕当场出成绩，确保了竞赛
活动的透明、公开和公正。考
题内容涉及《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国人
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征
信管理条例》、《人民币管理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相关金融法律知识。
通过这次竞赛，大大提高了

金融机构对消保工作的重视
程度，有力促进了金融从业
人员的业务技能和工作水
平，同时为广大金融消费者
普及了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
和金融知识，对优化金融生
态环境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
用，为更好的做好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聊聊城城市市金金融融消消费费权权益益保保护护协协会会成成功功举举办办

金金融融消消费费权权益益保保护护法法律律法法规规知知识识竞竞赛赛

本报聊城9月19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卞静

李宇鹏) 9月16日，市技师学
院2017年“金蓝领”高技能人
才培训班开班典礼在学院培
训中心举行。学院副院长纪光
泽出席并致辞，聊城市人社
局、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及培
训班师生100余人参加了开班
典礼。

致辞中，纪光泽介绍了学
院办学规模、办学成果及技能
培训鉴定工作取得的成绩，对
2017年培训工作作了安排部署，
表达了学院对办好“金蓝领”培
训的信心和决心。他希望全体
学员珍惜学习机会，努力钻研，
不断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成
为社会所需的高技能人才。

“金蓝领”培训项目是聊
城人社部门、财政部门落实市
委市政府创新驱动战略、实施
新旧动能转换的一项重要举
措，是提升企业职工综合素
质、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的民心工程。此次“金蓝领”培
训开设维修电工、机修钳工两
个工种，采用“院校与企业结
合、理论与实训结合”的方式，
为企业一线培养德技双馨的
技能人才。

市技师学院“金蓝领”培训班开班

本报聊城9月19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许立侠)
9月中旬，为期8天的聊城高

级财经职业学校2017级新生
入学教育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培训圆满结束。

活动穿插在新生军训期
间，采取举办讲座和观看视频
相结合的形式，由教务处德育
教研室和学生处共同开展。期
间，德育教研室主任陈同华

《感受大国崛起，坚定文化自
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
座，梳理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
发展脉络，重点阐述了现阶段
中国崛起的各种社会现实，和
习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进行对接，指出国家
的强大需要文明市民做支撑，
中国梦需要高素质的公民去
实现，呼吁同学们胸怀理想，
脚踏实地，从自身做起，从小
事做起，做文明人，干文明事，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
自己的绵薄之力。

德育教研室副主任许立
侠则以《践行八德教育，开启
幸福人生》为主题，围绕孔子

德育教育的精髓内容“孝、悌、
忠、信、礼、义、廉、耻”，利用视
频、图片、故事等丰富新颖的
形式，让同学们充分理解“八
德”的深刻内涵，希望2017级
新生以德育教育为起点，践行
八德，开启自己的幸福中职生
活。培训中，他们还为同学们
播放《战狼》系列爱国主义影
片，让同学们在观影过程中感
受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提升
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本次培训共有1200余名
新生参加。通过培训，同学们
再次重温中华五千年光辉灿
烂的文明，深感作为一个中国
人的光荣和自豪，决心承继古
圣先贤的文化基因，努力拼
搏，修身长技，成长为德才兼
备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新生入学文化培训圆满结束

妹冢镇在脱贫攻坚过程
中，坚持物质扶贫与精神、智
力和扶心扶志有机结合，扶
贫扶出“精神气”。开展精神
帮扶活动，组织慰问小分队，
不定期与贫困户谈心交流，
鼓励重拾生活信心；开展智
力帮扶活动，组织技能培训

和创业帮扶活动，出台优惠
政策，提升贫困户自主创业
的能力和热情；开展扶心扶
志活动，注重心灵沟通交流，
引导贫困户树立“造血”志向
和本领，夯实贫困户自主致
富的豪情和信心。

(王德卫 秦晓丹)

莘县妹冢镇：扶贫扶出“精气神”

今年来，妹冢镇政府充分
利用上级扶贫资金，在康园基
地投资130万元，建设10个高
标准蔬菜大棚，以每棚每年
1 . 3万的租金价格出租给种棚

户，租期不少于10年，每年总
计收益13万元，这些收益将全
部用于脱贫攻坚工作，项目扶
贫撑起扶贫“保障伞”。

(王德卫)

莘县妹冢镇：

项目扶贫撑起扶贫“保障伞”

招聘
聊城华塑公司招操作工(男)50名，年龄23--40岁，月工资

4000---5000元，12小时制。聊城华塑以国内同行业吨位最高
的工资，欢迎有工作经验的精英前来应聘。电话 (韩主任 )
13356351158，王主任1301278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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