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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刘雅
菲) 7日记者获悉，济南制定了
市委常委班子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整改方案，将设立市委、
市政府专职发言人，每10天或半
个月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

根据《中共济南市委常委
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整改工作方案》，济南将重点
落实市属国有困难企业困难职
工帮扶解困、加强农民工综合
服务、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艰苦
奋斗、解决重点难点历史遗留

问题等八项工作，并为此制定
了53条具体的整改措施。其中
在完善常委会议事规则方面，
济南提出，将提高决策的科学
化、民主化水平，有的常委会可
根据需要，扩大列席人员范围，
邀请“两代表一委员”、专家学
者、群众代表、新闻媒体等列席
会议，鼓励列席人员发表意见
建议。

此次公布的整改方案还明
确，在厉行勤俭节约方面，济南
将对党政机关经费管理、领导

干部职务消费、公务接待、公务
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等作
出全面规范，从市委常委做起，
带头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
浪费。取消市直部门接待场所。
严禁超标准接待，因私接待费
用一律由个人承担。会议期间
除纸张、写字笔、开水外，不摆
放任何与会议内容无关的用
品。探索推行公务支出报销明
细制，压缩“三公”经费，公开年
度“三公”经费使用情况。

济南还要求常委班子严格

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做
廉洁勤政的模范。不准借婚丧
喜庆事宜大操大办；不准涉足
高消费娱乐场所；不准接受管
理和服务对象提供的吃请、旅
游、健身、娱乐等活动；不准持
有会员卡；不准公车私用；不准
违规公费宴请；不准用公款支
付应由个人承担的非公务活动
费用；不准参与或支持封建迷
信、伪科学、反科学等活动；不
准发生不注意公众形象、不符
合身份的言行。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方案》要求，市委常委班子
把整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善始善终、善
作善成，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据了解，整改落实工作将由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负总责。
每项整改工作都由1名或多名市委
常委负责，按照分工抓好落实。《方
案》要求，市委常委同志要发挥好
示范带头作用，牵头协调解决整改
中的难点问题，着力抓好重点制度
的建立健全，定期向市委主要领导
同志汇报整改情况。

《方案》指出，各牵头领导和
责任单位要制定具体整改的任务
书、路线图和时间表，一件一件抓
好落实。要坚持上下结合、以上带
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整改。对
涉及全市面上的突出问题，要加
强与基层协同配合，整体推进、共
同攻坚。凡是有条件近期解决的，
要立说立行，按时间要求整改落
实;需要长期努力的，要加大力度、
积极作为，力争尽快取得突破。要
加强对有关问题产生原因的研究
分析，举一反三，有针对性地加强
法规制度建设，努力从源头上、根
本上解决问题。

此外，为保证整改落实到实
处，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
市委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
室将要加强督促检查，建立整改
台账，定期调度情况，通报工作进
度，完成一项销号一项，确保整改
工作有序推进、按期完成。

《方案》对监督也做了详细规
定，要求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
把整改工作全过程置于群众监督
之下。整改内容要向社会公布，整
改进展情况要通过新闻发布会向
社会通报；整改结果要通过民主
评议、民意调查等方式让群众评
判，对达不到要求的整改项目要
重整重改，确保以整改的实际成
效取信于民。

对于整改目标，《方案》规定，整
改落实要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立行立改、标本兼治，既要在解决

“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上尽快
见到成效，又要在理想信念、工作程
序、体制机制等方面下功夫，从根本
上抵制不正之风。要注重把解决思
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开
展清理整顿与建章立制相结合、抓
好当前工作与谋划长远发展相结
合、加强常委班子自身建设与推动
全市面上工作相结合，以“钉钉子”
的精神抓好各项整改措施的落实，
努力实现思想进一步提高、作风进
一步转变、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
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
的目标。

清清理理4488辆辆超超标标公公务务用用车车
“三公”经费同比下降了12%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刘雅
菲) 7日记者了解到，济南市自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
来，针对文山会海、机关“庸懒
散”等群众反映强烈的机关作
风问题开展了专项整治。各级
共精简会议2344个、简报文件
2534个、清理48辆超标公务用
车，清理超标办公用房5 . 6万平
方米，“三公”经费同比下降了
12%。

记者了解到，济南将规范公
务用车和国有企业职务消费。多
占办公用房、滥建楼堂馆所也在
此次整改范围内。济南将建立完
善楼堂馆所建设管理制度，严格
落实党政机关5年内全面停止新
建楼堂馆所的要求。全面清理党
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超面积占有、
使用办公用房以及多处占用办
公用房，豪华装修办公用房、配
置高档办公家具及办公用品等

问题，严禁领导干部长期租用宾
馆、酒店房间作为办公用房；配
备使用的办公用房，在退休或者
调离时应当及时腾退并交原单
位处理，严肃查处领导干部违规
多占住房。

此外，济南还将整治“三公”
经费开支过大，并制定了具体措
施，包括严格执行预算，严禁党
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
进行不必要的公务活动，严禁超

预算或无预算安排支出。严格控
制因公临时出国(境)团组数量
和规模，不得安排照顾性、无实
质内容的一般性出访，不得安排
考察性出访，不得由企事业单位
出资或补助，不得摊派、转嫁出
国(境)费用。制定关于进一步做
好市级领导外事工作的若干规
定。

据介绍，济南自开展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对文山会

海、机关“庸懒散”等群众反映强
烈的机关作风问题开展了专项
整治行动，制定规章制度44项，
全市各级共精简会议2344个、精
简简报文件2534个，清理评比达
标表彰项目181个，“三公”经费
同比下降12%。另外，济南还清理
了超标办公用房5 . 6万平方米，
清理超标公务用车48辆，并先后
7次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
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

整改将有任务书
路线图和时间表
相关情况将通过

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

《方案》还明确，济南市委、
市政府将设立专职新闻发言
人，每10天或半月组织一次新
闻发布会，对重要会议、重要工
作、领导同志调研活动进行集
中发布、集中报道。常委同志一
般性调研活动，在新闻发布会
上向社会发布，不再单独发新
闻。常委同志个别会见活动只

发新闻标题，不上头版、头条。
重要会议和常委集体活动，新
闻稿一般不超过1000字。

在改进会议活动方面，济
南将加强市级层面会议总量控
制，严格实行会议审批制度，需
市委常委出席的全市性会议，
应提报会议拟解决的问题及措
施。常委分管面上的年度工作

会议，尽量合并召开。
全市性一般会议不安排县

(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市委
常委召开的会议，除个别专题会
议外，不要求非分管部门(单位)
党政主要领导参加。从严控制各
类文件简报和内部刊物，防止以
信笺头、“白头”件等变通做法代
替“红头”文件。

控制会议总量，严格实行会议审批制度1

试点部门“一把手”向纪委述廉
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方面，济南将推行县
(市)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向同
级纪委全委会述廉、上级纪委
常委同下级党政正职领导干部
廉政谈话制度，积极开展市直

部门(单位)党政“一把手”向市
纪委全会述廉试点工作，进一
步完善制度执行细节。

济南还将制定巡视巡查工
作规划，做到县(市)区、乡镇、
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全覆盖。坚

持有案必查、有腐必反，“老
虎”、“苍蝇”一起打，保持对腐
败分子的高压态势。从严查处
和纠正“四风”方面的各类消极
腐败行为，树立勤政为民的良
好风气。

市级重点项目一名市级领导包挂
《方案》指出，济南将全

面深化改革，紧密结合济南
实际，从当前存在的突出问
题入手，用问题倒逼改革，制
定具体可行的办法，着力解
决办事拖拉工作效率低、办
事不公开不透明缺乏有效监
督、管理体制机制存在漏洞
等问题。

此外，济南将抓住省会城
市群经济圈发展规划实施的重
大机遇，研究制定政策措施，加
强与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内城市
合作。

为提高工作效率，济南还
将组建 1 0个督查工作组，对
重点工作实行全过程、跟踪式
专项督查，及时协调解决项目

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实
行重点项目推进等级督办，对
完成进度滞后于预定时限的
单位分蓝、黄、橙、红四级进
行督办问责，责令限期整改。

市级重点项目、重点工程、
重点工作，都要确定一名市级
领导干部进行包挂，全过程跟
踪服务、指导协调。

将重点落实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八大实事
济南市将完善常委会议事

规则，群众代表有望列席市委
常委会。据了解，根据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济
南市委常委班子针对“四风”方
面的突出问题，广泛征求意见，
深入查摆剖析，形成了对照检
查材料，召开了专题民主生活
会，明确了整改方向和措施。为
推进整改落实工作的具体化、
责任化、制度化，确保市委常委
班子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制定了整改方案。

《方案》明确，此次将会
重点落实“八项整改”，即全

面深化改革、加强和改进群众
工作、市属国有困难企业困难
职工帮扶解困、加强农民工综
合服务、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艰
苦奋斗、解决重点难点历史遗
留问题、党员干部联系困难家
庭、转变作风狠抓落实。

记者了解到，市委常委会
带头制定了加强和改进自身
建设的意见，从完善议事规
则、加强党性修养、自觉接受
监督、勤政廉政等8个方面，
提出了23条具体措施。其中，
市委常委会议议事规则将会
进一步完善，方案明确，济南

市将会加强决策咨询，常委会
作出重大决策前要深入调查
研究和科学论证，征求和听取
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决策前充
分沟通酝酿，决策中充分发扬
民主，让每个班子成员畅所欲
言，多提建设性意见，提高决
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有
的可根据需要，扩大列席人员
范围，邀请“两代表一委员”、
专家学者、群众代表、新闻媒
体等列席会议，鼓励列席人员
发表意见建议。推行讨论决定
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
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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