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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纪委通报5起腐败典型问题

反反腐腐没没有有漏漏网网鱼鱼 村村官官也也不不例例外外

本报菏泽8月26日讯(记者
李德领) 26日，记者从团市委获
悉，近日，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
交流会暨首届青年志愿服务项
目大赛在烟台举办，经过材料评
审、分组答辩、巡展提问、终评合
议等多个环节的激烈角逐，菏泽
参赛的4个志愿服务项目获得1

个金奖、2个银奖、1个铜奖。
据悉，此次大赛以“齐鲁志

愿行 共筑中国梦”为主题，旨
在为全省志愿服务组织搭建一
个集资源配置、组织交流和志愿
服务文化引领于一体的青年志
愿服务综合平台，进一步推动我
省青年志愿服务事业全面发展。
来自全省各地市、各大高校、省
直机关及省属大企业的43个单
位，共计200余个志愿服务项目参
加大赛。

为充分做好参赛准备，团市
委于6月中旬启动市级项目申报
工作，面向全市各级团组织、社
会公益组织征集志愿服务项目，
共推报7个优秀项目参加全省大
赛，最终有4个项目入围终审环
节。其中，国网菏泽供电公司善
小 雷 锋 团 申 报 的“ 梦 想 花
开”——— 关爱农民工子女项目获
得金奖，花城义工公益服务中心

“向阳花”——— 关爱服刑人员未
成年子女项目、单县义工协会

“生命工人”——— 环卫工人支持
项目获得银奖，单县义工协会

“牵手共成长”——— 脑瘫儿童关
爱项目获得铜奖。

之后，团市委将以此次大赛
为契机，积极搭建平台、整合资
源，着力发挥获奖项目在全市青
年志愿服务中的示范带动作用，
引导全市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开
展专业化、项目化志愿服务，不
断提升青年志愿服务水平。

菏泽志愿服务项目

全省大赛中获佳绩

本报菏泽8月26日讯(记者
张建丽) 近日,菏泽市纪委对查
处的5起腐败典型问题进行了通
报。记者了解到，这5起腐败典型
问题均发生在农村基层。菏泽市
纪委要求坚决查办各类以权谋
私、与民争利、严重损害群众利
益的违纪违法案件，对典型案件
及时通报曝光，坚决遏制群众身
边腐败行为的发生，确保从严治

党要求在农村基层落到实处。
这5起腐败典型问题，分别

是：郓城县唐塔街道办事处汪堤
行政村党支部原书记刁望申侵
吞村集体收入问题。2014年，刁
望申利用职务便利，将本村集体
收入466833元据为己有。郓城县
纪委给予刁望申开除党籍处分，
并移交司法机关。

成武县汶上集镇东杨庄行

政村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
任谷继云侵占集体土地租金问
题。2008年至2014年，谷继云利
用职务便利，将本村集体土地租
金74801元据为己有。成武县纪
委给予谷继云开除党籍处分，并
移交司法机关。

单县浮岗镇聂付庄行政村
党支部原书记谢亚东贪污问题。
谢亚东在协助政府化解本村教

育债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
将虚报套取及截留的32809元占
为己有。单县纪委给予谢亚东开
除党籍处分，司法机关已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单县终兴镇井庄行政村党
支部原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仁
东套取粮食直补款问题。2008年
至2014年，李仁东利用职务便
利，以他人名义虚报种植面积，

套取小麦、玉米、棉花等补贴款
3 2 6 8 6 . 4 2元，用于个人支出
4296 . 55元。单县纪委给予李仁
东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定陶县孟海镇殡改办乱罚
款问题。2014年定陶县孟海镇殡
改办对5户死亡户罚款9500元，
定陶县纪委给予殡改办稽查队
队长王钊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本报菏泽8月26日讯(记者
张建丽 陈晨) 26日下午，

菏泽市组织收看收听全国房地
产市场形势分析电视电话会
议，副市长刘传瑾在菏泽分会
场参加会议。记者了解到，下一
步菏泽将继续执行公积金住房
贷款优惠政策，并加大棚户区
改造货币化补偿安置力度，鼓
励住房消费刚性需求，促进房
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据悉，会议分析了1—7月
份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转形势，
安排部署了今后一个时期全国
房地产市场、住房公积金管理
和棚户区改造等工作任务。省
住建厅和菏泽市也分别在分会
场召开了全省、全市房地产市
场形势分析会议，通报了今年
以来全省、全市房地产市场运
转情况，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
神作出了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
实全国、全省房地产市场形势
分析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抢抓

当前有利机遇，认
真执行公积金住房
贷款优惠政策，加
大棚户区改造货币
化补偿安置力度，
鼓励住房消费刚性
需求，切实促进菏
泽房地产市场持续
健康发展。

记者了解到，
根据公积金住房贷
款优惠政策，购买
首套普通自住住
房，最低首付款比
例由原来的30%调
整为20%。对已拥
有一套住房并已结
清相应公积金贷款
的缴存职工家庭，
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住房
公积金贷款购买普通自住二套
房，最低首付款比例由原来的
60%调整为30%，贷款利率按
首套房标准执行。

另外，棚户区改造安置有

“补砖头”和“补人头”两种安置
方式。前者意指通过住房实物
对拆迁户进行安置；后者意指
通过货币化的方式，对拆迁户
家庭直接进行补偿，由拆迁户
家庭在持有货币补偿的情况

下，进入住房消费市场，通过购
置住房解决安置问题。加大棚
户区改造货币化补偿安置力度
将会有利于去库存，并满足市
民对房子多样化的需求。

菏泽市组织收看收听全国房地产市场形势分析电视电话会议

加加大大棚棚户户区区改改造造货货币币化化安安置置力力度度

本报菏泽8月26日讯 (记
者 李凤仪 ) 菏泽危化品罐
区是如何管理的，是否存在隐
患？26日，记者从菏泽市安监
局获悉，该局出台《关于开展
危化品罐区安全专项检查及

“ 一 罐 一 档 ”建 档 工 作 的 通
知》，要求2015年年底前完成
危化品罐区“一罐一档”的建
档备案工作。

据悉，目前全市共有各类
危化品生产企业230多家，年进
出危化品总量约为2800万吨，
危化品涉及氧化、易燃、易爆等

众多工艺及危险源。为进一步
提高危化品罐区的安全管理水
平，菏泽将在全市范围内，对所
有危险化学品罐区开展专项安
全大检查及“一罐一档”建档工
作。

对 危 化 品 罐 区 检 查 包
括，检查罐区日常管理情况；
是否符合现行设计规范要求
情况；防泄漏和防腐蚀措施
落实情况；仪表监控系统运
行管理情况；电气系统的管
理情况、避雷、防静电设施的
配置及定期检修、检测情况；

原 油 储 罐 浮 顶 密 封 完 好 情
况，一、二次密封之间可燃气
体是否超标及相邻罐区防止
事故相互影响的措施落实情
况。

《通知》要求各县区、各危
化品企业要高度重视此次安全
专项检查工作，检查要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不留
死角，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应立
即整改，暂时不具备整改条件
的，要落实事故防范措施，落实
责任，限期整改。

同时，要对辖区内所有

危化企业的所有罐区登记造
册，开展 “一罐一档”建档工
作，，并建立储罐隐患台帐，细
化整改任务，明确责任人，确
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并于
2015年年底前完成危化品罐
区“一罐一档”的建档备案工
作。

“对危化品建档备案，可以
及时发现问题，排查隐患不留
死角。”菏泽市安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一罐一档”可细化整
改任务，明确责任人，确保整改
措施落实到位。

““一一罐罐一一档档””排排隐隐患患 保保民民众众平平安安
菏泽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危化品罐区建档备案工作

本报菏泽8月26日讯 (记
者 李德领 ) 26日，记者从
菏泽团市委获悉，由共青团
山东省委发起的全省“最美
青工”(第二季 )评选活动结
果近日已揭晓，由团市委推
报的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
研究所民警董清政等 5人被
评为山东省“最美青工”，同
时被授予“山东省青年岗位

能手”称号。
为深入挖掘、选树奋战在

基层一线可亲、可信、可学的
青年职工典型，宣传他们爱岗
敬业、苦练技能、努力创新、甘
于奉献的职业素养和职业品
格，团山东省委于今年2月份
启动寻找全省“最美青工”(第
二季)活动。团市委在全市范
围内组织开展了寻找“最美青

工”(第二季)主题活动，活动
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团组织广
泛发动、深入寻找，各行各业
一线青年职工热情关注、积极
参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
响。

据了解，此次获得最美青
工称号的青年职工(第二季)
全部来自基层一线，涉及电
力、公路、税务、公安等多个行

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5人分
别是菏泽市公安局刑事科学
技术研究所民警董清政、山东
四君子集团有限公司包装车
间员工张衍慧、中铁菏泽德商
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收费班长杨志立、郓城县地税
局科员侯芳、国电菏泽发电有
限公司生产技术部汽机专责
蒋杰。

菏菏泽泽55人人获获全全省省““最最美美青青工工””称称号号
全部来自基层一线，涉及电力、公路、税务、公安等多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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