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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8月6日讯(记者
晋森) 6日，济宁市纪委对8起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典型问
题进行通报，包括一批村党支
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被判刑，
其中，金乡县商务局原副局长
代恩杰贪污受贿，被判处有期
徒刑6年3个月。

1、任城区喻屯镇陈庄村村
委会原主任陈小勇侵吞低保
金，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被判有
期徒刑1年。

2、兖州区龙桥街道旧关村
党总支原书记秦佑军，原村主
任郭宪忠，原支部副书记、村委
委员段作强，原支部委员、村委
委员、村会计周娟，原支部委
员、村委委员鲁玉文，原支部委
员、村委委员文合锋，原村委委
员孔帆等七人侵吞村集体资
金，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
均被追究刑事责任。

3、曲阜市尼山镇官庄村两
委原委员兼村会计刘天祥虚报

冒领国家惠农补贴款，受到开
除党籍处分，被判处有期徒刑3

年，缓期5年执行。
4、泗水县泗河街道东曲泗

村原主任杨玉丁骗取国家财政
补贴、贪污，受到开除党籍处
分，收缴其违纪所得。

5、邹城市城前镇北王村党
支部原书记孙长莲挪用公款、侵
占、坐收坐支村集体资金，受到
开除党籍处分，没收违纪所得。

6、鱼台县经信局节能科原

科长田素坤滥用职权，受到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被判处
有期徒刑7个月。

7、金乡县商务局原副局长
兼金乡县对外贸易公司破产管
理人小组组长代恩杰贪污受
贿，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被判处
有期徒刑6年3个月。

8、嘉祥县纸坊镇人民政府
禁采办原主任田忠银受贿，受
到开除党籍处分，被判处有期
徒刑5年。

本报济宁8月6日讯 (记者
高雯 通讯员 王强 ) 时

隔两年，第五届济宁市市长质
量奖申报工作再次启动，企业
和个人均可参与申报，截止日
期为8月31日。与往届不同，市
长质量奖评选由一年一届改为
两年一届，曾获提名奖的企业
和个人可申报“转正”。

“市长质量奖的评选，并不
只是一项关于荣誉的审评，更
重要的是让企业通过参与评
选，建立一套完备高效的企业
管理模式，有助于提升产品质
量。”济宁市质监局质量科相关
负责人说，第五届济宁市市长
质量奖的申报自7月31日启动，
凡是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制造

业、服务业和工程类等各类企
业以及个人都可积极申报，截
止日期为8月31日。

“以往规定参与过评审并
获奖的企业和个人，5年后才可
以再次申请。这一届开始，获得
过提名奖的企业和个人可以不
用受制于年限，积极申报‘转
正’。”该负责人说，获得提名奖
的企业和个人离市长质量奖的
获评只有一步之遥，应该获得
鼓励，通过完善质量体系和管
理模式，为正式获评而再接再
厉。“今年评分体系将适当下调
申报材料的分值比重，更加侧
重于现场答辩以及社会满意度
调查，力求评审过程更加公平
公正。”

本报济宁8月6日讯 (记者
晋森 通讯员 付贵福 )

记者从科技局获悉，2 0 1 5年
度济宁市科学技术奖励推荐
工作已经开始，网络推荐截止
时间为8月25日，纸质推荐材
料截止时间为8月30日。

据了解，今年的科技最高
奖和合作奖不实行网上申报，
需填写相应推荐书后打印，技
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
实行网上申报。推荐单位应于
8月5日起使用推荐单位号和
登录口令进入市科技局网站
系 统 ( h t t p ： / /
www.s tb jn .gov . cn)，按要求

组织推荐。
济宁市科学技术最高奖

每年评选一次，奖励资金5 0
万元，2 0 1 4年度获得者是来
自太阳纸业的乔军。最高奖获
得者体现了优中选优的原则，
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空缺，宁
缺毋滥。

网络推荐时间为8月5日
至8月25日，纸质推荐材料应
于 8月 3 0日以前报送市科技
服务大厅科技成果窗口，逾期
不再受理，地址：济宁高新区
金宇路52号创新大厦西区一
楼 ，咨 询 电 话 ：0 5 3 7 -
3292783。

本报济宁8月6日讯 (通讯
员 朱璐) 近日，邹城市供电
公司对班组建设业绩指标进行
责任体系划分，至此，该公司61

项班组建设业绩指标有了责任
人。

为提升班组建设水平，进
一步摸清问题“短板”，邹城市
供电公司通过细化量化责任分
工，让每个业绩指标都有管理
人、责任人。同时还对每项指标
对应的上级部门责任人进行了
细致划分与公开，并对指标完
成情况、排序情况等进行公开
排名。

“一项指标涉及业务多、部
门多、关联性强，对班组建设业
绩指标进行责任划分，不仅解
决了推诿现象，也让工作流程、
环节更加清晰。”该公司班组建
设办公室负责人郭宝峰说。

本报济宁8月6日讯 (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林洋) 7

月份，济宁市首家安全教育展
馆在汶上县开馆，免费向社会
开放。

据介绍，这家安全教育展
馆集“方针政策宣传、安全知识
普及、制度责任落实、亲情关爱
呵护”于一体，由室内宣教厅、
书画摄影展厅、安全文化长廊
组成。它的投入使用将对于引
导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提升企
业安全文化水平发挥重要的促
进作用。

截至目前，该展馆已对汶
上县119家企业的210余名企业
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14个
乡镇的分管同志和有关人员进
行了培训。

济宁市纪委通报8起腐败典型问题

县县商商务务局局原原副副局局长长被被判判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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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慈善总会推介第二批主要慈善救助品牌项目

本报济宁8月6日讯
(记者 贾凌煜 通讯
员 路笃书 ) 为推动
慈善事业发展，为更多
的市民参与慈善事业创
造条件，帮助困难群众
解决最迫切、最现实的
难题，本报联合济宁市
慈善总会推出第二批主
要慈善救助品牌项目简
介。社会热心企业和爱
心人士可在推出的慈善
项目中自由选择、定向
捐赠。

◎捐赠热线：
0537-2219393

◎联系人：
李志华

◎捐赠地址：
济宁市红星中路福

彩大楼11楼 (市政府
向西100米对面)

◎开户单位：
济宁市慈善总会

◎账号：
16011201100000204

◎开户银行：
济宁银行海关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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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品牌项目简介(二)

牵手关爱行动项目

根据全省统一部署，2015年
起，市慈善总会联合市关工委、团
市委，招募青年志愿者、慈善义工
等社会爱心人士，牵手6至14岁的
贫困留守儿童，开展心愿达成、感
受城市、心理疏导、学业辅导、亲情
陪伴活动。爱心人士每年捐赠300
元可关爱一名留守儿童。

节日送温暖工程

利用重要节点，开展针对性救
助帮扶活动。例如，六一儿童节期
间组织向全市中小学赠阅《慈善读
本》，推进慈善文化进校园，培养学
生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八一
建军节期间与驻济部队联合开展

“慈善进军营”活动，救助家庭困难
的现役士兵；母亲节或中秋节期
间，联合市妇联等单位，对部分家
庭困难、自强不息的母亲予以关心
支持，每人(户)资助1000—2000
元。

慈善超市网络建设援助项目

根据方案，济宁市按照“政府
实施救助、企业自愿服务”的原
则，逐步建立完善市、县慈善超市
网络，借助超市平台为困难群体
提供生活用品价格优惠，缓解生
活压力。为此，设立“济宁市慈善
超市援助基金”，社会各界团体、
单位和个人均可参与基金的捐
赠，捐赠资金全部用于困难群众
在慈善超市购买生活用品价格减
收费用的补助。

应急性救助项目

借助新闻媒体平台，对社会关
注的因突发性天灾人祸造成困难
的个人、家庭或群体，政府尚未对
其实施救助或救助后仍有较大困
难的，市慈善总会进行跟踪救助，
同时呼吁社会给予帮扶。

定向捐助项目

充分尊重捐赠人意愿，任何单
位、团体或个人(家庭)均可通过直
接捐赠款物或设立企业冠名基金、
慈善微基金的方式参与慈善事业，
并可与济宁市慈善总会共同确定
救助项目或对象，提高与公众需
求、公众参与的对接率，提升慈善
救助的实效性。

特困家庭
士兵领取
慈善救助
金。(资料
图 ) 本
报通讯员

路笃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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