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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发布会

日照市纪委明察暗访“狠刹”双节公款送礼风

8811名名党党政政主主要要负负责责人人被被谈谈话话提提醒醒
双节期间，严禁用公款送月饼送节礼；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严禁用公款

安排旅游、健身和高消费娱乐活动；严禁以各种名义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实物。严格执行
公务用车管理使用规定，严禁公车私用，严肃财经纪律和财务管理，严格控制经费支出，削减一切不必
要开支。

党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同时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坚决抵制各种
不良风气。

本报9月15日讯 (记者
张萍 通讯员 雷克 党蕾

梁栋 ) 1 5日，记者从日照
市纪委获悉，为“狠刹”中秋、
国庆期间公款送礼、公款吃
喝、公车私用等不正之风，日
照市纪委进一步加大教育、监
督、查处力度，通过谈话提醒、
明察暗访、强化宣传等方式，
切实以机关作风转变的实际
效果聚民心、凝民力、顺民意。

目前，日照市纪委已对81

名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谈
话提醒，并对4起信访举报进
行了调查处理。

市民若发现有公款送礼、
公车私用等违纪行为，可拨打
0633-8781203 8781230两部热
线进行反映，对于顶风违纪

者，日照市纪委将严肃查处。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纠正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
靡之风，坚决刹住中秋节、国
庆节期间公款送月饼送节礼、
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
之风，确保文明、节俭过节。

日照市纪委坚持从“党政
一把手”抓起，由三名副书记
一一对市直、区县81名党政主
要负责人进行了谈话提醒。

“这次谈话，重点重申了廉
洁自律有关规定，严禁用公款
送月饼送节礼；严禁用公款大
吃大喝或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
请；严禁用公款安排旅游、健身
和高消费娱乐活动；严禁以各
种名义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

补贴、奖金、实物。严格执行公
务用车管理使用规定，严禁公
车私用，严肃财经纪律和财务
管理，严格控制经费支出，削减
一切不必要开支。要求党员领
导干部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同
时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的教育和约束，坚决抵制各种
不良风气。”日照市纪委一工作
人员说。

在进行谈话提醒的同时，
日照市纪委进一步加大了节
前廉洁教育，突出双节特点，
集中制作了一批廉政公益广
告。

通过楼宇广告、宣传栏、
网站等方式等进行广泛播放，
在全社会营造风清气正、欢乐
祥和的节日气氛，促进党员干

部廉洁过节习惯的自我养成。
为了充分发挥纪检监察

机关的监督检查作用，日照市
纪委又针对工作日中午饮酒、
公车私用、公款吃喝等显性问
题组织开展了明察暗访活动。

暗访酒店、餐厅、食堂、学
校等70多家，对涉嫌公款吃喝
和公车私用的公务用车下发
通知单，限期作出解释说明，
对查实违反规定的给予停职
检查、通报批评、追缴餐费、补
交车费等处理。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监管
力度，对顶风违纪者发现一起
处理一起，绝不姑息，切实提
高执纪监督的时效性、震慑
力。”日照市纪委一工作人员
说。

流流动动科科技技馆馆
岚岚山山展展俩俩月月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刘选宇，上个周末真是热，我又换上了
短袖衣服。

气象台的阿姨告诉我，预计本周日照市无明显降水过程，气温较
常年偏高，其中中秋节期间，云系较多。
市区逐日预报如下：

周一(16日)：多云到少云，偏南风3～4级，20℃～28℃。
周二(17日)：晴到少云，东南风3～4级，21℃～28℃。
周三(18日)：晴到少云，东南风3～4级，21℃～28℃。
周四(19日)：多云到阴，偏东风3～4级，21℃～27℃。
周五(20日)：阴转多云，偏东风3～4级，20℃～27℃。
周六(21日)：多云，偏东风3～4级，20℃～27℃。
周日(22日)：多云，东南风3～4级，20℃～26℃。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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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5日讯(记者 张
永斌) 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

点30分，日照市区和各区县城
区以及各乡镇(街道)驻地区域
将进行防空防灾警报试鸣。

日照市人民政府日前发布
关于防空防灾警报试鸣的通
告。

公告称，为增强市民的国
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熟悉
防空防灾警报信号规定，检测

日照市防空警报器性能，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和《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规定，
市政府定于9月18日进行防空
防灾警报试鸣。

试鸣时间：9月18日上午10

时至10时30分。
试鸣范围为市区和各区县

城区以及各乡镇(街道)驻地区
域。

防空防灾警报试鸣由市人
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警报信号按照国家统一规
定的信号鸣放，即预先警报(鸣
36秒，停24秒，反复三次为一周
期)，时间3分钟。

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
反复十五次为一周期)，时间3

分钟；灾情警报(鸣15秒，停10

秒，鸣5秒，停10秒，反复三次为
一周期)，时间2分钟。

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每
种警报信号间隔3分钟。

各有关部门、单位要为防
空警报鸣放提供保障。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
混同防空警报专用频率和音响
信号，违者由市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广大市民注意收听警报音
响信号，并保持正常的生产生
活和工作秩序。

后后天天上上午午会会拉拉响响防防空空防防灾灾警警报报
从10点到10点30分，市区及各区县乡镇驻地都试鸣

一外地建筑企业

因欠薪被清出日照

本报9月15日讯(记者 李玉涛)

记者从日照市住建委获悉，一浙
江建筑施工企业在日照承揽施工，
因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近日被清
出日照建筑市场。

据了解，浙江广丰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自2011年11月进入日照施工
以来，其承揽施工的某房地产项目
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2012年元旦
至今多次引发大规模农民工到市
政府、市住建委群访事件。

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切实保
障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国
家、省、市有关清理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规定，经研究决定，日照市住
建委于9月2日对该公司作出处罚。

要求停止该公司在日照市一
切招投标活动，不准承揽新的工
程。

在建项目完工后，收回该公司
入日照施工登记证，清出日照建筑
市场。

据了解，今年1至8月，日照市共
完成建筑业总产值171亿元，同比增
长17 . 89%；实现建筑业增加值33 . 42

亿元，同比增加43 . 62%，全市建筑业
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
势。

本报 9 月 15 日讯(记者 李玉涛)

记者从日照市住建委获悉，截至 8

月份，日照市已完成太阳能光热建筑
一体化应用项目建筑面积 115 .52 万平
方米，提前完成 2013 年年度任务。城
区太阳能热水器覆盖率，达到了 90%。

为推动太阳能光热建筑一体化应
用，日照市住建委加强监管。同时，取
消了高层建筑太阳能应用层数限制。

截至 8 月底，日照市已完工太阳
能光热建筑一体建筑面积 115 .52 万平
方米，提前完成了 2013 年度任务。

而且，日照市城市规划区内居民
太阳能热水器普及率达 90%，农村达
45% 左右，太阳能集热器面积达 120 多
万平方米，地源热泵、海水源热泵建筑
应用面积达 78 万平方米。

太阳能热水器

城区普及率90%

本报 9 月 15 日讯(记者 张永
斌 通讯员 张超 ) 省文化厅日
前命名公布了第二批省级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莒县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榜上有名。

据了解，莒县文化遗产(文物)

资源丰富，现有文物古迹 795 处。
《莒县过门笺》、《孟姜女的传说》等
3 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名录，其中《莒县过门笺》(中
国剪纸系列)入选世界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莒县先后编制了《莒

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莒文
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规划及实施细则》等规划文件，
同时，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和
项目，先行开展试点保护工作，为
保护区整体推进提供经验。

在此基础上，实施重点突破和
整体保护，结合莒县大遗址建设工
作，通过名录体系的完善、代表性
传承人的认定、文化空间的确立、
试点项目的先行、重点项目的关注
等工作开展，做到以点带面，以重
点带一般，以大遗址为体，非物质
为魂，以传承人为本，项目自主发
展为目标的整体性保护。

莒县获省级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
姓名：刘轩宇
出生日期：
2011年7月14日
性别：男
明星推荐：日照市金宝
贝早教中心

本报9月15日讯(记者 张永斌
通讯员 杨秀名 ) 9月13日，日照市
2013年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在岚山启
动。日照市“流动科技馆”将在岚山巡
展两个月。

每年的9月第三个公休日，是全国
科普日。今年全国科普日以“保护生态
环境、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

日照市科协、市教育局、市环保局
等单位联合推出了专家报告会，为“全
国科普示范社区”汾水社区揭牌，观摩
社区科普馆、科普图书室、环保知识科
普展等。

今年的科普日活动还推出了“流
动科技馆”岚山巡展，将在岚山区各个
学校巡展两个月，学生可以展品亲密
接触。并在各区县开展揭批邪教组织
警示教育宣传等活动。

父母寄语：祝儿子雨雨
天天快乐。

15日上午，此次巡展首站在岚山区实验中学篮球馆启动，学生们围着展品十分入迷。
本报记者 张永斌 摄


	R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