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5城事2015年4月20日 星期一 编辑：孙静波 组版：赵晴今 日 泰 山 <<<<

市纪委、监察局通报7起违反“八项规定”典型问题

收收受受购购物物卡卡现现金金一一副副科科长长被被撤撤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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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4月19日讯(记者
侯峰) 近日，泰安市纪委、

监察局通报7起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泰
安市安监局一科员因收受管
理服务对象购物卡、现金被行
政撤职。

7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典型问题分别是：市安监局
矿山安全监管科副科长、主任
科员毛可桢，收受管理服务对
象购物卡、现金，接受可能影
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市纪
委给予其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市监察局给予其行政撤职处
分。

泰山区教研科研中心基
础教研室副主任赵丽、基础

教 研 室 小 学 部 教 研 员 彭 永
军，接受泰山区邱家店镇中
学教研员、教委办副主任赵
建华，邱家店镇旧县小学校
长张军安排的旅游和宴请。
泰山区教育局党委给予赵丽
党内警告处分、彭永军诫勉
谈话，泰山区邱家店镇党委
给予赵建华党内警告处分、
张军诫勉谈话。

岱岳区化马湾乡民政办
主任王洪深，在任该乡安监办
主任期间违规收受管理服务
对象礼金。岱岳区化马湾乡党
委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新泰市西张庄镇计生办
副主任高士华、计生服务站站
长朱培成、计生办执法大队大

队长刘军到村检查工作之际
接受宴请并在工作日中午饮
酒。新泰市西张庄镇党委分别
给予三人党内警告处分。

肥城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一大队一中队副队长何
骞公车私用。肥城市委市直机
关工委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宁阳县农业局党委委员、
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刘海涛接
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
宁阳县纪委给予其党内警告
处分。

东平县大羊镇计生办副
主任陈其芳借操办其祖母丧
葬事宜收受管理对象礼金。东
平县大羊镇党委给予其党内
警告处分。

通报要求，全市各级各
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通
报的典型问题中吸取教训，
引以为戒，严格落实相关规
定，切实加强自我约束。各级
各部门党委(党组)要切实履
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紧紧盯住作风领域出现的新
变化新问题，保持常抓的韧
劲和长抓的耐心，持续发力、
久久为功，把作风建设不断
引向深入。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认真履行监督责任，加
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坚决
纠正和查处顶风违纪行为，
持续通报曝光典型问题，始
终保持高压态势，严防“四
风”问题反弹。

本报泰安4月19日讯(记者
梁敏) 为吸引购房者，泰城

楼盘也都蛮拼的。有的超低价
推新品，有的礼品送到手软，
有的售楼处有“神兽”出没，有
的设美食美酒请客……只要
现身售楼处，各种礼品就往您
包里塞。本报25日、26日将发
出两趟免费看房大巴车，一路
看房一路惊喜。

此次看房团将分成两条
线路。25日将去宝盛广场、安
居·金域缇香和恒基·都市森
林。这三个楼盘看点多多，宝
盛 广 场 4 5 0 0 元 / 平 米 起 的
SOHO公寓即将公开，“与万
达广场相邻，只卖一半的价
格”；安居·金域缇香将有近千
株野生杜鹃展出，参加美拍大
赛将有千元现金、自拍神器、

酸奶机等奖品；恒基·都市森
林赠送“五一”嘉年华门票，获
得与“神兽”羊驼、小矮马、黑
天鹅亲密接触的机会。

26日探访泰山新兴园、龙
居园、开元盛世·智园和绿地
公馆。实景现房、准现房、景观
样板示范区等为您精彩呈现。
这些楼盘近期促销不断，活动
多多，免费礼品送到手软的同

时，更有惊喜购房礼包赠送。
本报看房团不收取任何

费用，每次看房免费乘坐大巴
车 ,至少看三四家楼盘，预计
耗时半天，这个周六周日绝对
让您不虚此行。

报名方式:
1、电话报名:6982106
2、齐鲁晚报“购房俱乐部

-T”QQ群报名:385190935。

本报泰安4月19日讯(记者 邢
志彬) 17日上午，泰山区刑警大队
大案队民警在新灵山大街老王府
附近，发现一女子形迹可疑。民警
跟踪她到住处，查获一个制造假证
假公章的窝点。当场查获各类假证
件假公章200多件。

17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大案
队民警巡逻到新灵山大街时，发现
一体形较胖的女子穿黄色大衣，不
像本地人，骑一辆电动车走走停停
边打电话，眼神和行为比较异常。
民警怀疑有问题，就开便车悄悄跟
随她，一直到其住处。

她的住处是一个二层小楼，民警
进入盘查，发现院子和一楼与普通民
房一样没有异常，而在二楼一个隐蔽
里屋里，发现了一些模具，女子交待
这是制作假证件用的。经过细致搜
查，民警当场查获假公章154个，其中
未刻公章28各；已制作完成的证件20

个，未制作完成的证件70余个；造假
机器6台，造假证宣传名片1000余张，
刻章用模板2张，笔记本电脑一台，刻
章工具一宗，手机4部还有印台等其
他大量涉案物品。

随后该女子和涉案物品被带到
三里派出所进一步调查。在三里派出
所，涉案物品满满堆放了一地。这些
假公章有圆有方，涉及各种大小和形
制。其中主要是一些工程建筑单位的
公章，其次是泰城多所大学、中学、专
业学校、培训中心的公章，还有少量
机关职称和法人人名的印章。

在各类假证中，主要是高中毕业
证，还有学业水平考试证和建筑资质
方面的一些证件。这些证件的仿真水
平还比较高，各种防伪标志都有。此
外还有大量各类证件的半成品。

违法嫌疑人贺某，女，32岁，湖
南人，自称干这行半年多了。现在
三里派出所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本报泰安4月19日讯(记者 侯
峰 通讯员 付刚 孙瑜) 18日，
泰山区举行2015年春季重点项目推
进暨集中开工仪式，共有41个项目
集中开工，总投资237 . 2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116 . 08亿元。其中，三联
金融商务中心项目，将打造集金融、
保险、证券等于一体的现代商务中
心。

此次集中开工项目中，既有云
海旅游集散中心、速恒物流智能化
仓储等加快推动生活性服务业由传
统向现代转型、生产性服务业由低
端向高端转型的项目，也有华网电
力装备、海天新能源等拉长战略性
新兴产业规模链条、价值链条的项
目；既有博城社区、嘉业现代城等片
区开发项目，也有“五小”水利工程、
湿地公园等民生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我们严格按照‘实力强、业绩
好、信誉高、品牌响’的标准，瞄准世
界500强、国内500强企业，大力引进
现代生活性服务业、高端生产性服
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色高效
农业项目，真正从源头上夯实转型
发展的根基。”泰山区区委书记宋洪
银说。

据介绍，41个集中开工的项目
投资过亿元的达到33个，其中，投资
过15亿元的5个，投资5—10亿元的
11个，其中，位于东岳大街中段路北
的三联金融商务中心项目，投资20
亿元，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着力打
造集金融、保险、证券等于一体的现
代商务中心。卢浮宫项目，投资2 . 5
亿元，主要从事高端家具研发、生产
和销售，该项目的引进填补了泰城
国际顶级欧美家具品牌空白。乐道
儿童城，投资10亿元，建筑面积12万
平方米，拥有特色早教中心、品牌幼
教中心、浓缩世界模拟体验基地、潜
能及特长开发训练中心、配套服务
中心等多个场馆，打造泰城首家以
儿童为主题的城市综合体。中国铁
塔泰安分公司项目，投资5亿元，项
目最大的特点是税收贡献率高，预
计年收入达 1 . 7亿元、实现税收
1000万元。

记者注意到，此次签约项目科
技研发类项目多，其中，投资16亿元
的泰开环保科技产业园、投资10亿
元的昆驰AT液力自动变速箱以及
鲁普奈特绳网制造基地二期、百度
云计算电子商务平台、泰山云谷互
联网会议大厦等项目，都符合国家
最新产业政策，有助于抢占价值链
高端，增强发展后劲。据了解，集中
开工的项目中，格林豪泰酒店、长城
国际家居广场、2000吨有机蔬菜加
工等15个项目均可实现当年开工、
当年建成。

本报泰安4月19日
讯 (记者 路伟 ) 上周
末，全市普降中雨，19日
气温下降明显。不过从
20日起，此次降雨告一
段落，当天最低气温6℃
左右，最高气温回升至
21℃左右。

18日夜间，泰城淅
淅沥沥下起小雨，19日
上午，降雨持续。受冷空
气影响，泰安的气温明

显下降，风力也明显增
大。

19日下午4点，泰安
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
报，预计19日夜间，泰安
还有降雨，不过降雨量
并不大。20日白天，降雨
将告一段落，天气以阴
转多云为主。

气温方面，20日早
晨气温稍低，最低气温
只有6℃左右，最高气温

为21℃。预计本周末，泰
安还会有一场降雨。

未来三天具体天气
预报为，19日夜间到20
日，阴转多云，局部有阵
雨，北风转南风3-4级，
最低气温6℃左右。21
日，多云间晴，南风3-4
级，最低气温7℃左右。
22日，晴转多云，南风3
-4级，最低气温9℃左
右。

全市普降中雨
今起开始放晴

41个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

楼盘促销多送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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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警警跟跟踪踪可可疑疑女女子子回回家家
搜搜出出假假证证假假公公章章两两百百多多个个

200多件涉案物品在派出所摆了一地。 本报记
者 邢志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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