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李超 通
讯员 栾兆帅) 为进一步增强新任
村两委成员的廉洁自律意识和勤政
为民的理念，博山区纪委为新任两
委成员准备了内容丰富、寓意深刻
的廉政“礼包”，引导班子成员的廉政
履职。

针对新任两委成员对村级工作
制度不熟悉的现状，纪委对村级有
关工作制度进行了详细讲解。

讲解中，引导新任村两委成员
要牢固树立制度意识，严格按制度
办事，严格执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等各项制度，并在此之上
充分发挥村级纪检委员和村务监督
委员会的作用，认真履行工作，保障
党员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务必在工作中做到干净做事，清
白做人。

博山纪委：

为新任村两委班子
送廉政“礼包”

近日记者从市教育局招
办获悉，本周末将有2604名考
生走进考场，参加2015年山东
省美术统考。与去年相比少
了523人，也是三年来淄博参
加省统考人数最少的一次。

考生一天十几个小时画不停

1 1日为省统考，预示着
2015年艺考季大幕即将拉开。
记者在淄博十七中看到，考生
们正在抓紧最后的时间练习。

傅宏志是十七中高三的
美术艺考生，从去年11月到现
在他每天要花14个小时画画。
除去必要的吃饭、睡觉时间，
傅宏志的一天就全泡在画室

里了。“艺考真的很辛苦，但是
想到能够学习自己喜欢的专
业，现在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傅宏志说。

淄博十七中美术教研组
长曹洪利说，这些考生们不仅
要花费精力和体力去准备艺
考，而且家里还要投入大量的
物质支持。仅在学校学习一年

的费用就要在3500-4000元，如
果去外校培训有的一个月光
学费就要3500，培训时间一般
在半年或半年以上。

傅宏志告诉记者，他的目
标是天津美术学院，而且很坚
定地要报考这个学校。“春节
后父母和我要到济南和潍坊
去赶考。”傅宏志说。

考点设在

淄川般阳中学

市教育局招办工作人员介
绍，今年考点设在淄川般阳中学，
共87个考场，比去年少了18个考
场。对此，淄博十七中美术教研组
长曹洪利表示，人数减少是未来
艺考发展的趋势，如今家长和考
生越来越理性，考前突击的学生
也越来越少。各招生院校都在提
高自己的准入门槛，“这让不少想
走艺考‘捷径’，考上名牌大学的
人放弃了这个想法。”曹洪利说，
另外前几年艺考热时考上大学的
学生这几年都面临着找工作难的
困境，也让不少家长看清楚了艺
考之路并非一劳永逸，后面还需
面对激烈的岗位竞争等问题。

据悉，今年美术统考还是分
造型基础(素描)、色彩基础两科，
总分为300分。山东省联考成绩适
用于认定省统考成绩的所有院
校。山东按专业招生计划1比4的
比例确定合格考生名单，并发放
合格证，各学校要在《合格证》中
明确注明考生的专业成绩和排
名，并于2015年4月30日前发送给
考生，同时通过本校招生网站向
社会公布。

淄博通报去年欠薪建筑企业处理情况，7家企业1年内不得在淄揽活

1122名名包包工工头头截截留留血血汗汗钱钱被被通通报报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臧振

通讯员 李景辉 史琨) 6

日，淄博市召开建设领域清欠
工作会议，通报了2014年建设
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处理情
况，16家施工企业被通报批评，
其中7家一年内不准在淄博承
揽新的项目。同时，对于恶意欠
薪、截留、挪用农民工工资的12

名包工头予以全市通报。
淄博市市直在建工程建设

单位法人代表、施工企业法人

代表、项目经理和各区县清欠
工作相关负责人共340人参加
了昨日召开的清欠工作会议。
会议对淄博市去年建设领域拖
欠农民工工资处理情况进行了
通报，此次通报批评的施工企业
共计16家。其中，7家施工企业一
年内不准在淄博承揽新的项目。
5家施工企业责令限期整改，按
程序给予信用扣分，停止全市工
程投标3个月。对于整改不到位
的将停止投标6—12个月。

对于本地企业，一年内不
准资质升级或增项，列为今年
资质核查重点企业。3家施工企
业在按程序给予信用扣分的基
础上，停止全市工程投标1个
月，1家施工企业给予信用扣
分。同时，对于恶意欠薪、截留、
挪用农民工工资的12名包工头
予以全市通报。

元旦前，淄博市建管处下发
了《关于切实做好元旦春节期间
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的

通知》，要求建设(开发)单位对所
投资建设的工程项目工程款拨
付负全责，在拨付各类工程款项
时，须优先支付农民工工资，农
民工工资款项应在1月20日前确
保支付到位，不得以房屋、有价
证券、承兑汇票等其它无法及时
兑现的方式支付。发放工资时，
须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
人，严禁将工资交给班组长、“包
工头”等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
组织和个人进行发放。

距美术统考还有4天，淄博十七中的美术考生在积极备考。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美美术术统统考考考考生生首首次次跌跌破破三三千千
淄博11日开考，带手机入场者取消当年高考资格

市招办7日发布《山东省
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美术类专
业统一考试考场规则》及《考生
须知》，其中特别强调携带参考
资料和手机入场、换卷、替考等
行为一律视为作弊，作弊者取
消当年高考资格。

据悉，考试当天考生凭

《山东省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
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准考证》
和身份证进入考场，不准将任
何参考资料和具有记忆功能
的电子产品带入考场。

招办介绍，往年，有个别
考生因为粗心大意或者侥幸
心理，不听监考教师的反复提

醒，将手机藏在身上进入考场
参加考试，虽然没有使用，最
后都被按照作弊处理。个别考
生考完后，从考场外取出手机
冲入考场内给自己的答卷拍
照。这种情况也将被按照“携
带手机进入考场”判罚，属作
弊行为。

携带手机入场者将无缘当年高考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刘晓 通
讯员 吕晓煜) 记者日前从淄博检
验检疫局获悉，埃及原定于2015年1

月1日起进口产品必须符合埃及标
准，经国家质检总局、商务部和中国
驻埃及大使馆多次交涉，同意将这
项措施生效日期推迟到2015年3月31

日实施。
鉴于淄博出口埃及产品80%为

法检目录外产品，淄博检验检疫局
提醒，充分利用3月31日前这段过渡
期，搜集所经营出口产品的埃及标
准，配合检验检疫工作，避免出现滞
港和退运等不必要损失。

输埃产品适用标准

生效日期延至3月

本报记者 谭文佳

本报1月5日讯 (记者 刘晓
通讯员 吕晓煜) 日前，国家质检
总局发布通知，自2015年1月1日起，
暂停征收出口商品检验检疫费。对
报检的所有出境货物、运输工具、集
装箱及其他法定检验检疫物免收出
境检验检疫费(不包括对出境人员
预防接种和体检收取的费用，以及
企事业单位承担与出境检验检疫有
关的商业性自愿委托检测和鉴定、
出境检疫处理、动物免疫接种工作
收取的费用)。

为认真落实免收政策，淄博检
验检疫局积极通过窗口宣传、门户
网站、公示栏等多种方式，确保企业
及时了解和分享优惠政策。

今年继续免收出口

商品检验检疫费沂沂源源出出台台干干部部外外出出考考察察承承诺诺书书制制度度
承诺书内容分6项，最大限度节约开支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李
超) 近日，沂源县出台领导干
部外出学习考察承诺书制度，
从不同方面对外出学习考察做
出了规定。

“外出不私自更改外出行
程或增加项目，不借外出学习
考察活动之机办私事或游山玩
水；不超标准消费……”近日，
沂源县出台规定，要求外出学
习考察人员签订承诺书，规范
领导干部外出学习考察行为、

树立干部的良好形象。
记者了解到，承诺书内容

分6项，从不同方面对领导干部
的外出学习考察行为做出了规
定。承诺书规定，外出考察学习
的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中央八
项规定等要求，树立干部良好
形象。还要严格遵守纪律，上级
组织的外出学习考察活动，自
觉按要求参加，不随意请假、私
自离开；不请吃、吃请，不参与
娱乐消费活动；不私自更改外

出行程或增加项目，不借外出
学习考察活动之机办私事或游
山玩水；不超标准消费，不弄虚
作假，不公款核销个人消费支
出。

此前，沂源县财政局还出
台了《沂源县县直机关差旅费
管理办法》，划定了不同出差范
围采用的交通方式、发生的各
种费用执行标准及报销管理等
方面内容，该办法结合实际制
定了县内范围的差旅费标准，

新增了县内伙食补助费，按照
早餐10元、中餐20元、晚餐20元
标准执行；新增加了县内出差
交通费，每人每天30元，保证了
差旅费管理更加合理、规范。

承诺书要求要严格遵守该
办法，厉行勤俭节约，最大限度
节约开支。据沂源县纪委工作
人员介绍，所有外出的领导干
部都必须填写该承诺书，然后
上交备案，如果有干部违反规
定，将受到相关处理。

淄博将开展

煤矿安全检查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李超) 7

日，淄博将对全市煤矿进行安全检
查，加强煤矿管理，实现安全生产。

此前，淄博市煤炭局于去年11-
12月份对全市煤矿企业开展了机电
运输与冬季“四防”专项执法检查。
本次专项执法检查共对12处煤矿进
行检查，发现问题和隐患156条，其
中机电运输问题32条，冬季四防8

条，通防问题35条，顶板管理48条,教
育培训问题12条，其他问题21条，下
达责令整改指令书15分。

为吸取“济南李福煤矿有限公
司‘12 . 15’爆炸事故”的经验教训，
市煤炭局将在2015年春节之前，对
全市煤矿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的执
法检查，督促煤矿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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