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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民民工工爬爬塔塔吊吊讨讨薪薪 僵僵持持1133个个小小时时
事发王府花园工地，警方设法联系到包工头到场处理

宁宁阳阳县县地地税税局局打打响响
营营业业税税征征收收攻攻坚坚战战

近日，宁阳县地税
局召开营业税征收动
员会。会议传达了县委
县政府关于营业税征
收的有关工作部署，制
定下发了营业税清理
清查实施方案，要求全
局上下采取三项措施，
全面打响营业税征收
攻坚战，为全年税收任
务圆满完成奠定坚实
基础。

强化组织领导，明
确责任分工。成立营业
税征收领导小组，由主
要负责人任组长，其他

党组成员任副组长，下
设办公室。党组成员根
据分工不同，分别负责
协调、征收、督导等工
作。

加强部门配合，确
定清理清查范围。凡在
我县境内从事金融保
险、建筑安装、房地产
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单
位和个人，均属此次清
理清查的对象。重点清
理四行业营业税及城
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
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
等以及负有营业税代

扣代缴的申报缴纳情
况。

严格依法治税，加
强清缴力度。县局合理
把握现有营业税征收
清欠政策，科学调度各
分局工作进展，确保依
法征收、应收尽收。各
分局每周向营业税征
收办公室上报清理清
查工作统计。县局将营
业税攻坚征收纳入年
底绩效考核目标 ,对征
收中表现不力的单位 ,
取消年底评先树优资

格。 (刘来)

一辆24路公交车
脱审载客被扣下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
(记者 曹剑 通讯员 张
力斌) 一辆24路公交车脱
审，被指挥中心监控到。目
前，该车已经被查扣，等待
进一步处理。

13日上午9时35分，城
东大队接指挥中心指令，一
辆车牌号为鲁J04785的24路
公交车，触发查缉布控报警
客户端，正沿东岳大街泰山
区委路口由西向东行驶。值
班民警通过公安交通管理
综合应用平台比对核实，该
辆24路公交车逾期未检验，
这一行为严重威胁乘客乘
车安全。

9时37分，城东大队执
勤民警在东岳大街虎山路
路口将该车查获。执勤民警
发现，该车确实已经逾期未
检验，而当时车上满满一车
人。

据了解，民警已经将该
车暂时查扣，等待进一步处
理。

为扎实推进支队“打非
治违”集中整治交通违法统
一行动，城东大队按照行动
方案要求，精准研判、科学
布控，对违法车辆分波次整
治，取得良好的效果，全力
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
定。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
(记者 张伟 实习生 巩
悦悦) 13日上午6点左右，
泰安老王府一在建工地，8
名工人爬上塔吊，拉扯横幅
讨要工钱。工地一负责人
称，相关费用已打给包工
头，工地不拖欠民工工钱。

13日上午6时许，市民
韩 先 生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6982110反映，泰安老王府附
近一在建工地，有工人爬上
塔吊讨要工资。“公安、消
防、急救等部门正在现场处
置，工人聚集在塔吊操作室
周边，情绪不稳定。”

在王府花园二号楼在
建工地，由于楼顶有工人
爬塔吊，其他工人没法干
活，只能坐在楼下观望。

“早上不到6点，趁工地负
责的不在，这些人就爬到
塔吊上。

在工地17楼楼顶，悬挂
着一面横幅，上面写有“农
民工血汗钱不能少”等字
样，几名工人爬在塔臂上，
查看周边情况。据了解，塔
吊上一共有8名工人，6女两
男，来自四川巴中。看到有
工地方负责人过来劝说，塔
吊上的民工情绪突然变得

激动。
据工地一负责人介绍，

他们把钱打给了包工头龚
某，工人的工资由龚某统一
发放，他们并不欠工人工资。
工地方出示的相关资料显
示，有10多名四川工人，在各
自的身份证复印件上，写有

“本人同意将工资打入龚某
账号”等字样，并摁有手印。
该负责人说，龚某手机关机，
他们也联系不上。

岱岳区警方介绍，王府
花园项目是东城建筑公司
的一个在建项目。据该公司

向有关部门提供的合同及
工资支付证明材料显示：7
月16日，公司与四川籍民工
签订协议，双方同意将工资
结算至70%；7月21日，四川
籍民工工资按合同发放到
位。

辖区派出所民警联系
上龚某后，龚某下午5点钟左
右赶到工地，和工地负责人
及民工商量解决欠薪问题。

晚7点35分，僵持13个
小时后，经劝说，8名民工先
后从塔吊上走下来。

(奖励线索提供人80元)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
(记者 刘真) 近期肥城连
降大雨，肥城市贵和园南区
一住户家东面墙体渗入雨
水，墙上出现黑色霉斑，家
中线路也被雨水浸湿。肥城
市房管局已协调开发商提
出维修方案。13日下午，维
修人员到住户家中开始工
作。

1 2日，肥城市贵和园
南区8栋业主张先生向本
报反映，家中墙体渗入雨
水，导致线路连电。13日上
午，记者来到张先生家中，
见到了张先生的母亲彭女
士。据彭女士介绍，上周日
肥城开始下大雨，1 0日上
午发现自家东面两间卧室
的墙上形成了一个高约60

公分，长4米多的水印。当
时墙皮已经脱落，上面已
经形成一片霉斑，木地板
上也已经出现少量发霉的
地方。

“早晨起床后发现东面
卧室的墙被水泡了，墙上有
个插座也被水浸湿，导致连
电，家里的电视机、电冰箱
都不敢用，直到13日上午才
修好。”彭女士说。

“我两个女儿在贵和
园北区居住，房子也是在
东头，但是他家的房子没
有雨水浸入，我怀疑这套
房子有质量问题。”彭女士
说。在彭女士家中两间卧
室内可以看到，由于墙体
被泡，卧室里的床已经挪
到西面，木地板上还有发

霉的痕迹，墙上的水印还
没有干。彭女士介绍，房子
浸水后就联系了肥城房管
局开发办，工作人员也来
现场查看，随后又联系房
地产开发商傲饰房产，也
派工作人员来看过。

随后记者联系了肥城
房管局开发办，工作人员表
示已经安排专人去现场查
看，并联系房产开发企业并
进行沟通，正在研究维修方
案。傲饰房产一名工作人员
表示，目前公司正在商讨维
修方案，近两天就会到彭女
士家中维修。

13日下午，张先生向本
报打来热线电话称，傲饰房
产已经派维修人员到家中
维修浸水墙体。

大大雨雨渗渗过过墙墙进进卧卧室室
泡泡了了插插座座还还连连电电

为捐造血干细胞
小伙专门戒酒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
(记者 路伟 通讯员 董
梅 ) 13日，肥城的杜波在
济南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成为泰安第10例捐献者。他
捐献的造血干细胞将用于
救治一名白血病患者。

今年35岁的杜波是肥
城市人，从2002年起，他就
加入了无偿献血的队伍中，
每年定期献血成了他的习
惯。2014年5月28日杜波参加
献血时，听血站工作人员介
绍后，志愿采集血样加入中
华骨髓库。

今年3月份，杜波从泰
安市红十字会得知，他的造
血干细胞和一名白血病患
者低分辨配型成功。“当时
接到电话后，我就跟妻子说
了，说实话大家都挺担心，

害怕身体受影响。”杜波说，
后来妻子在网上查询了很
多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知识，
对这件事有了更深的了解，
认为是一件能救命的好事，
因此全力支持杜波捐献。

4月份，杜波做了高分
辨配型，结果配型也很成
功。从那时开始，杜波积极
准备捐献。“为了给别人捐
献高质量的造血干细胞，我
在饮食上更加清淡了，以前
还喝酒，得知能够捐献后，
我干脆把酒也戒了。”杜波
说，7月份他做了一次全面
体检，并确定了捐献的日
期。

“造血干细胞是能再生
的，我现在很好，能够帮助
别人我感觉很幸福。”杜波
说。

交警查获脱审公交车。(监控截图)

8名工人爬上塔吊不肯下来。 本报记者 张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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