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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拔掉掉一一片片冬冬青青 三三人人被被行行政政拘拘留留
民警：属破坏公共财物，为全市首例因破坏绿化带处以行拘

本报泰安4月26日讯(记者
张伟 通讯员 侯飞 ) 25

日上午，乐园街西段地质家园
西侧路北，3名工人擅自破坏绿
化带，损坏冬青苗木若干，被辖
区派出所行政拘留。据了解，这
也是泰安首次对破坏绿化带的
行为处以行政拘留。

25日上午，泰安市园林局
工作人员在巡查中发现，乐园
街西段地质家园西侧路北，有3

名男子正在破坏绿化带，随即
进行制止。“地上的冬青已经被
刨了不少，当事人说他们只是
干活的，但拒不承认是谁让他
们干的。”工作人员说，被破坏
的绿化带面积约10平方米，损
坏冬青苗木若干，约3000余元。

财源执法所执法人员到达

现场后，向当事人表明身份，并
用执法记录仪进行取证，告知
当事人未经批准，擅自破坏绿
化带属违法行为。“我们对当事
人的三轮车及其他施工工具进
行证据保全，但当事人拒不配
合调查，也不说出雇主是谁。”

辖区派出所工作人员到场
了解相关情况后，将3人带到派
出所作进一步处理。城管执法
及园林局工作人员也分别到派
出所提供相关证据，配合民警
调查。

26日上午，辖区派出所民
警介绍，3人因擅自破坏绿化
带，依照相关规定，已经对他们
进行了行政拘留。“未经相关部
门批准，擅自破坏绿化带属于
破坏公共财物，按照治安管理

处罚法，可以处以5日以上，15

日以下行政拘留。”该民警说，
这也是泰安首次对破坏绿化带
的当事人进行行政拘留。

城管执法人员介绍，依据
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不得擅自改变城市绿化规划用
地性质或者破坏绿化规划用地
地形、地貌水体和植被。因建设
或者其他特殊需要，需临时占
用城市绿化用地的，须经城市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
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
续。“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城市
绿化用地的，由城市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恢复
原状，并可处1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还要
赔偿相关损失。”

本报泰安4月26日讯(记者
赵兴超) 市民刘先生2013年

通过一家劳务公司准备出国打
工，体检时因生病未能成行。劳
务公司答应退还交上的5000元
保证金，但刘先生称至今没拿
到钱。23日，劳务公司称因为刘
先生曾找人辱骂公司工作人
员，所以协商出了问题。

23日，市民刘先生向本报
反映，在城区一家劳务公司缴
纳的5000元出国保证金要不回
来。刘先生说，他2013年在这家
洁缘劳务信息公司交了5000元
出国保证金，还留着盖公章和
财务人员签字的收据。2014年1

月4日，公司组织出国劳务人员
体检，因为刘先生身上忽然长
出红点，没能通过体检无法出
国。“当时劳务公司就和我说，
可以退钱。”刘先生说，而几天
后他去拿钱时，被告知款项在
上级公司。

刘先生称，在那之后劳务
公司一直以款项没退回、经理
出差等理由没有退钱。直到
2015年1月28日，刘先生认为该
公司有诈骗行为，向公安机关
报警。“报警以后劳务公司吴经
理答应退款，但之后又不兑现
了。”刘先生说。他还保留着当
时的收款收据，记者在收据上

看到，时间为2013年5月4日，至
今已一年多时间。

23日下午，记者联系到该
劳务公司吴经理，吴经理解释
说，款项一直没退给刘先生，是
因为上级公司的问题。本来去
年底已经协调好，可以春节前
给刘先生退款，但刘先生先是
报警、又找亲戚打电话辱骂，公
司感觉刘先生在找事，所以没
有退还。

刘先生说，他已经向泰安市
公安局反映该劳务公司涉嫌合
同诈骗。公安部门表示，已经安
排泰山区公安局相关民警与刘
先生对接，尽快调查处理此事。

因因病病未未能能出出国国打打工工
保保证证金金一一年年多多没没要要回回

本报泰安4月26日讯(记者
曹剑 通讯员 于洋) 25日

上午，交警在景区大队召开媒
体见面会，通报严重违法驾驶
人将更加严格管理，五类严重
违法驾驶人纳入派出所工作，
治安、交警、禁毒等部门共同做
好教育工作，列管周期为一年。
该办法自5月1日起施行。

记者了解到，交警见面会
通报《山东省道路交通严重违
法驾驶人安全管理办法》，对严
重违法驾驶人施行约管政策，
其中严重违法驾驶人是指一年
内有酒后驾驶记录的；三年内
有吸毒记录的；本记分周期内

记分超过12分且有单次记6分以
上记录的；本记分周期内有10次
以上道路交通违法且有单次记
6分以上记录的；一年内发生一
般以上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
亡，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

严重违法驾驶人安全管
理纳入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工
作，治安、交警、禁毒等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协作配合，共同做
好教育管理工作。交警部门将
违法驾驶人信息推送至派出
所，由派出所列入教育管理，
列管周期为一年。

该办法自今年5月1日起开
始实行。

严重违法驾驶人
将由派出所约管

广晟奥迪组织员工
无偿献血迎店庆

每年的4月是广晟奥迪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店庆
月。近日，泰安广晟奥迪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与泰安市中心
血站联系，在店庆月组织员工
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庆祝公司成
立2周年。

泰安市中心血站无偿献血
车按照约定时间驶入泰安广晟
奥迪院内。在献血现场，大家认
真填写登记表，验血，轻松地走
上献血车。张姓献血者是一名

老献血员，她在现场自豪地传
授经验：“献血无损健康，不要
害怕，每次献完血后回去多喝
点水，很快就恢复了”旁边犹豫
不决的献血者，一听到老献血
员身体力行这么说，都纷纷登
上了采血车。除了献血人群中，
查体不合格的献血人员，广晟
奥迪这次共有24人参加无偿献
血，献血量达7000毫升。

近年来随着无偿献血宣传
的深入开展， 团体献血在企
业中蔚然成风，这些企业将无
偿献血作为企业文化，每年在
固定的时间内组织员工开展献
血活动。无疑，这批群体将在不
久的将来成为无偿献血队伍中
的又一支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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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工作人员在清理被破坏的绿化带。 本报通讯员 侯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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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来自欧洲瑞典的
开发商——— 中瑞鼎峰地产携泰
安发韧之作——— 国悦府项目召
开主题为“玉皇顶下的家国梦”
品牌发布会，各界人士相聚一
堂，在一场视听盛宴中共度了
一个美好的下午时光。

25日中午，品牌发布会所在
地东尊华美达大酒店现场氛围
就已经热火朝天，往来人群络绎
不绝，有驻足在中瑞鼎峰品牌展
示区仔细观摩的，也有在礼品领
取处扫描二维码并进行电子签
到与工作人员热切交流的…

下午两点品牌发布会正式
拉开帷幕，在一曲热烈的踢踏舞
之后，中瑞鼎峰CEO-Jesper致
辞，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敬仰以
及对泰安城市的热爱，并传达中

瑞鼎峰会凭借自身之优势，不断
为中国打造国际一流的地产项
目等企业战略。之后，在一系列
如闪电秀、芭蕾舞和公司员工独
唱歌曲的精彩表演之余，泰安鼎
峰瑞岳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俊峰先生与中瑞鼎峰地产品牌
总监Jacob先生分别就项目概况
和设计理念做了简单介绍，抽奖
环节中9名幸运者分别也获取了
丰厚的精美礼品，发布会活动最
后获得圆满成功并在悦耳的音
乐声中闭幕。

W hi t e P e ak (中瑞鼎峰地
产)，源自欧洲瑞典，以不动产投
资为主要方向。在瑞典、俄罗
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均有所
建树，并广受赞誉。2007年进入
中国以来，White Peak(中瑞鼎

峰地产)以中国山东及环渤海区
域二、三线城市的商业零售、写
字楼和住宅项目为主要投资领
域，全方位引进欧洲先进建筑、
环境及物业服务标准，以跨国
企业的地产模式、一流的项目
规划、环保的建筑技术和优质
的物业服务，迅速在山东7个城
市布局已超过1 0 个项目，开发
面积逾三百万平米，成为山东
境内规模最大的外资房地产开
发商之一。

2015年，White Peak(中瑞
鼎峰地产 )进驻泰安，并希冀通
过国际先进设计理念萃取东方
文化精髓，打造泰安乃至中国
高端建筑人居典范，以襄国山。

从奥运鸟巢到水立方，再
到世博会中国馆。中国建筑向

世人展现的不再只是祖宗的遗
产，更不是纯舶来的西式建筑，
而是注入中国文化精髓的现代
创新建筑，这种风格亦中亦西
融汇古今，在世界范围掀起中
国复兴之风。

W hi t e P e ak (中瑞鼎峰地
产)礼聘美国顶尖建筑设计公司
HZS(豪张思)，深入研究奥运鸟
巢等中国国家建筑，最终为层
峰阶层呈现White Peak(中瑞鼎
峰地产)在泰安的发韧之作———
国悦府。

中瑞鼎峰国悦府咫尺市
府、坐拥风水龙脉，枕国山而俯
视泰城，吸纳天地灵性，吞吐国
山精华，风水气天然流畅，天地
人自然合一。建筑设计以现代
风格为基调，将西方建筑的审
美和东方文化的意蕴完美融
合，不仅是对国山的思考，更是
给世界交出的中国建筑答卷。

中瑞鼎峰国悦府联排别
墅、叠拼别墅、花园洋房，敬请
关注。

（杨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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