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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吉利利新新远远景景聊聊城城鲁鲁翔翔上上市市发发布布会会

暨暨全全系系团团购购会会圆圆满满落落幕幕
吉利新远景车好，不

仅仅是发动机好。2014年12
月25日，450批吉利新老客
户及聊城市主流媒体齐聚
聊城鲁翔参加吉利新远景
上市发布会。上市发布会
两个小时时间吉利全系订
交102台，吉利新远景更是
取得订交29台的佳绩。活
动现场所有嘉宾共同见证
了吉利新远景以全新的姿
态迎接新时代销量王者的
归来。

吉 利 新 远 景 经 过 外
观、内饰、配置、动力等全面
升级，造型更时尚动感、
1.3T动力更精省。新远景是
一款为“有追求，重实际”消

费群体量身打造的时尚派
理想家轿。未来我们将会把
“远景”打造成经济、紧凑

型的产品品牌，包括SUV、
MPV等多样化产品。

吉利汽车坚持以用户

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坚
定不移地推动吉利战略转
型的深入和品牌整合，积
极探索和推动营销体系的
变革，打造一个有竞争力
的新吉利品牌！

您是否注意到，同在一个学
校，有相当多的孩子，虽聪明伶
俐，但成绩低下，他们智商正常或
超常，但从来与“双百”无缘，考试
分数处于中等以下。

这部分孩子都有共同的特
点：做作业慢，边做边玩；上课听
讲，心不在焉；平时会做，考试做

错；能说会道，丢三落四；被动学
习，不求上进。而学习成绩很好的
孩子会有截然相反的特点：稳重
守规矩并且很自觉，不需要家长
费心管教。

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分水
岭式的现象呢？是儿童注意力不
集中，是一种正在被心理学界认

识和研究的一种病症———“注意
力缺陷症”，英文简称“ADHD”。当
前有很多孩子正深受其害！

注意力不集中是儿童“高智
商，低分数”的罪魁祸首，注意力水
平决定孩子的学习效率，学习成绩
和注意力水平是成正比的，给孩子
进行注意力训练刻不容缓！

德国医学专家舒尔特博士发
明了注意力训练法“舒尔特方格”，
解决了困扰业界100多年的难题，
北京理工大学中国思维科学院任
国强教授在“舒尔特方格”的基础
上根据中国儿童的特点发明了“儿
童家庭式注意力训练方法”，为中
国儿童注意力训练开启了新时代。

当前欧洲美国日本的儿童几
乎都受过注意力训练，北京上海广
州等城市的家长也都积极的为孩
子进行注意力训练，有些专家呼吁
让注意力训练进入中小学选修课
程！不要让孩子输在注意力上，家
长责无旁贷！专业咨询电话0635-
8265809

敬敬告告家家长长：：聪聪明明但但学学习习成成绩绩不不好好的的孩孩子子有有救救了了

市教育部门发布校车许可简明流程

申申领领校校车车标标牌牌要要走走这这些些程程序序
本报聊城12月29日讯(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高洁) 聊
城市教育局日前对外发布聊城
市校车许可简明流程，以方便相
关学校或提供校车服务者申请。

据介绍，聊城市公安局、教
育局、交通运输局印发《办理校
车及驾驶员审核审验工作规
范》，明确了核发校车标牌的程
序。但因我省实施《校车安全管
理条例》办法尚在征求意见，因
此省实施细则颁布后，视情况进
行调整。目前，先按照现行的校
车简明许可流程执行。

自备校车的学校或申请提
供校车服务者在申办校车相关
手续时，需要先到车管所办理
注册登记。而后向拟服务学校

所在县(市、区)教育局，出具书
面申请报告并填写《校车使用
许可申请表》，同时提报一式四
份的机动车检验合格证明、车
辆注册登记证、可驾驶校车驾
驶员有关材料、包括行驶线路、
开行时间和停靠站点的合理可
行的校车运行方案、安全管理
制度、已投保机动车承运人责
任保险材料。

服务学校所在县(市、区)教
育局接到申请后，书面报请所在
县(市、区)交警部门和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并附上述材料。公安
交警部门审验通过，负责人在

《校车使用许可申请表》签字并
加盖公章，将《校车使用许可申
请表》一式四份移交教育部门。

审验未通过，出具书面反馈说明
原因，并移交上报材料。交通管
理部门审验材料，书面出具同意
或不同意反馈意见给教育部门，
并写明原因。

符合规定的，由教育部门
书面报政府审批；不符合规定
的，给提供校车服务者书面反
馈，并说明理由。待政府批复
后，教育部门将政府批复下达
校车服务者，同时，将相关许可
材料分别送校车服务提供者、
教育部门、公安交警和交通管
理部门存档。

最后，校车服务提供者持政
府批复，填报《校车标牌领取表》
并向公安交警部门申领校车标
牌。

市市检检察察院院首首届届特特约约检检察察员员

昨昨日日受受聘聘上上岗岗
本报聊城12月29日讯(记

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凯
忠 付树文 ) 29日，市检察
院首届特约检察员聘任大会
召开，聊城市检察院检察长
王学军为马卫红等9名特约
检察员颁发聘任证书，标志
着该院首届特约检察员正式
上岗履职。

据悉，此次聘任的9名特
约检查员为，聊城市地震局
局长马卫红，聊城第一中学
副校长王荣敏，聊城市政协
副秘书长李涤尘，山东裕昌
集团总裁吕乃涛，聊城市规
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刘长旺，聊城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庄海丽，聊城市审
计局副局长，民建市委副主
委张斌，聊城市科学技术局
副局长范纯志，聊城市中医
院院长商善刚。

9名受聘的特约检察员
均为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
派。特约检察员聘期为五年，
在聘期内将参与检察机关重
大决策的研讨、重大规范性
文件的论证和有关专门问题
的调研和问询，参与检查执
法执纪检查等活动，参与解
放工作，并可以手里、向检察
机关转交群众举报、控告、申
诉及相关材料，有权了解相
关事宜的查处情况和办理结
果，对办理情况给予监督等
方面进行履职。

聊城市市委常委、市直
机关工委书记、统战部部长
蔡同民参加首届特约检察员
聘任大会，并强调各受聘特
约检察员不能只报名不干
事，要求各检察员珍重自己
的职责和使命，认真履行特
约检察员的责任和义务。

本报聊城 1 2月 2 9日讯
(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凯忠 付树文 ) 2 9 日，
记者从市首届特约检察员
聘任大会上获悉，2012年以
来市检察院共立查贪污受
贿案件2 9 3件4 3 0人，其中立
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76人，
厅级干部 3人，县级干部 1 3

人，科级干部143人，立案侦
查的烟台市原副市长王国
群受贿案，中石化系统受贿
窝案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

2 0 1 2年以来共立查贪
污贿赂案件2 9 3件4 3 0人，人
数同比上升 3 8 . 3 %；立案渎
职案件 9 0件 1 4 3人，人数同
比上升 4 7%。连续两年大案
率保持100%，走在了全省前
列。其中立查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 2 7 6人，占立案总数的
4 7 . 8 %，厅级干部 3人，县级
干部13人，科级干部143人，
占立案总数的24 . 7%。

据悉，依法立查的山东
省政府原秘书长、省级机关
事务管理局局长张泽忠索
贿受贿1 7 0 0余万，被判处死
缓；立查的莘县人民医院院
长李书章贪污 3 0 4万余元、
受贿 1 1 5万余元、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 8 2 4万余元，被判
处有期徒刑20年；查处的烟
台市原副市长王国群受贿
案、中石化系统受贿窝案侦
查终结并提起公诉。这些案
件 的 查 处 ，震 慑 了 违 法 犯
罪，教育了党员干部，昭示
了党委政府惩罚腐败的坚
强决心。

烟烟台台市市原原副副市市长长王王国国群群

受受贿贿案案侦侦查查终终结结并并提提起起公公诉诉

市纪委监察局通报8起典型问题

擅擅配配公公务务用用车车被被行行政政警警告告
本报聊城12月29日讯(记者

张跃峰) 29日，聊城市纪委、
市监察局再次通报8起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和“庸懒散”典型
问题。

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西南
管区书记张良辉、经委副主任肖
德利工作日午间饮酒，并在工作
时间与该办事处蔬菜办主任苏
子峰、环保所工作人员赵金强打
麻将。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党委
给予张良辉、肖德利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给予苏子峰党内警告处
分；道口铺街道办事处给予赵金
强行政警告处分。

临清市先锋街道办事处卫
生院擅自配备公务用车，临清市
监察局给予该卫生院院长王福
林行政警告处分。

阳谷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副局长胡志华工作日午间饮
酒，阳谷县纪委给予其党内警告
处分。

东阿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牛角店信用社主任陈峰违规收
受礼金、公车私用，在社会上造
成较坏影响，东阿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党委给予其党内警告处
分，并责令退还违规礼金。

茌平县交通局驻站办违规
收费，驻站办主任韩建军负有直
接责任，茌平县纪委给予其党内
警告处分。

冠县斜店乡政府经管站工
作人员许金英工作时间网上购
物，斜店乡政府给予其行政警告
处分。

莘县张寨镇中学教师魏红
霞工作时间看电视剧，张寨镇人
民政府给予其警告处分。

高唐县经济合作局干部刘
保强工作时间浏览与工作无关
网页，高唐县经济合作局给予其
行政警告处分。

通报强调，元旦、春节期间，
是公款吃喝、送礼、旅游和铺张浪
费等不正之风易发高发时期。全
市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承担起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对节日
期间的“四风”问题保持高度警
醒，强化监督管理，从严正风肃
纪，推动干部作风持续好转。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要严格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监督责任，持续加大监
督执纪问责力度，及时发现、严肃
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对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顶风违纪的行为，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对放松管理、包庇迁就、弄虚作假
的，严肃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冠冠县县今今年年党党政政纪纪处处分分222299人人
本报聊城12月29日讯(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王济峰)

根据冠县纪委12月29日对外发
布的消息，县纪检监察机关今

年以来共受理人民群众信访举
报239件次，立查案件251起，结
案230起，党政纪处分229人。

据介绍，冠县纪委认真落

实中央“三转”要求，在今年查
办的案件中，自办案件156起，
移交司法机关12人，均创历史
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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