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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省善行义举四德榜先模人物评选仪式举行

滨滨州州两两人人授授予予““孝孝德德””““诚诚德德””称称号号

阳信县水落坡

严格落实责任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王晓霜 朱伟健) 25日上午，
2015年全省善行义举四德榜
“榜上有名”先模人物评选活
动发榜仪式在泰安举行。活动
仪式在天地广场举行，经过评
选和网络投票，向社会公布和
表彰44名“榜上有名”先模人
物。整个名单涵盖“孝、诚、爱、
仁”四个方面的道德模范，其
中，滨州市无棣县海丰街道办
事处河东许村村民许慧和邹
平县西董街道办邮递员董乃
军光荣上榜，分别被授予“孝
德”和“诚德”荣誉称号。

今年50岁的董乃军是滨
州市邹平县邮政局的一名普
通邮递员。作为邹平县南部山

区一条长约70公里、连接着24
个自然村的邮路上唯一一名
邮递员，董乃军从17岁参加工
作至今，在这条邮路上走了33
年。如今，无论刮风下雨，董乃
军每天都要准确地将320份报
纸和数十封信件，安全送达山
上的村民手中。一路上，有5个
邮政排单的盖章点，他每天都
会认认真真地盖完。此外，因
为山里没有邮政业务点，他经
常在村民的家门口现场办理
邮寄、汇款等业务，并且还为
不便出山的老人代买药物或
其它用品。33年来，董乃军累
计走过了80余万公里的邮路，
安全投递报纸、信件近400余
万件，无一差错，受到当地村

民称赞。 董乃军憨厚地表
示，“在这条邮路上走了30年，
邮路已经融入我的生活，我也
舍不得离不开这条邮路，既然
山上的村民们需要我，我就会
一直走下去。”

许慧是无棣县海丰街道
办事处河东许村一位普通的
村民，20多年来，她任劳任怨
照顾自己三位婆婆、公公以及
自己的母亲5位老人，一直心
甘情愿，没有任何怨言，村里
人人都道她是位难得的好媳
妇。许慧的第一任婆婆脾气古
怪,不仅仅与村里人大多不和,
连自家儿女对她也是敬而远
之 ,可这个“怪婆婆”偏偏对许
惠比对自己的亲闺女还好 ,这

都源于许慧多年如一日对婆
婆的照顾有加。1994年，婆婆
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后，许慧为
让公公有个幸福的晚年，给公
公找了第二任老伴，之后她又
开始共同照顾公公婆婆。不料
三年后，第二任婆婆由于突发
性气管炎 ,离开人世。此后，许
慧对于身体一直不好 ,常年卧
病在床的第三任婆婆也是任
劳任怨，每天为两位老人洗衣
做饭、擦拭身体、端屎端尿、打
扫卫生、晾晒被褥。自己的母
亲因突发疾病，生活不能自理
后，许慧也把她接到自己家，
同时照顾三位老人。

滨州市纪委通报6起“四风”和腐败问题

退退休休干干部部挪挪用用5511万万为为亲亲属属公公司司验验资资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王晓霜) 近日，滨州市纪委通
报了 6 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四风”和腐败问题。
滨城区北镇街道办事处

耿家居委会党支部原书记刘
学亭为亲属谋取私利问题。
2010年10月，刘学亭(退休副
县级干部)利用担任耿家居委
会集体企业法定代表人职务
便利，挪用51万元资金为其亲
属注册公司验资。2 0 1 5年1 0
月，刘学亭受到开除党籍处
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惠民县淄角镇河西成村
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
成玉斋套取惠民资金问题。
2008年至2011年，成玉斋套取

粮食补贴款4 . 84万元用于村
务开支。2015年4月，成玉斋受
到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阳信县河流镇王下马村
党支部原书记王士忠损害集
体 利 益 问 题 。2 0 1 2 年 5 月 至
2014年2月，王士忠利用职务
便利，将村集体收入7260元据
为 己 有 ；挪 用 村 集 体 资 金
1 1 . 4 2万元用于个人经营活
动。2015年8月，王士忠受到开
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阳信县信城街道办事处
西程西村党支部原书记程立
家损害集体利益问题。2006年
至2014年，程立家利用职务便
利，侵占村集体资金3077元；
多 次 违 规 公 款 吃 喝 共 支 出

5298 . 85元。2015年9月，程立
家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追
缴全部违规资金。

无棣县车王镇朱家村党
支部原书记朱海滨向群众乱
摊派问题。2014年，朱海滨在
供电企业为村民更换电表卡
时，违规向用电村民摊派费用
1610元。2015年4月，朱海滨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退还摊派的
费用。

无棣县水湾镇张建屯村
党支部书记张以春坐支村集
体收入等问题。2011年4月至
2013年3月，张以春违反财务
管 理 规 定 坐 支 村 集 体 收 入
5 . 39万元用于村务开支；在村
财务中虚列施工费用2770元
用于支付招待费用。2015年6

月，张以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

通报要求，滨州市各级党
组织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的主体责任，把解决发生在
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
题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加强组
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以零
容忍的态度狠刹四风、惩治腐
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查
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
和腐败问题作为纪律审查的
重要内容，严肃查处发生在群
众身边的以权谋私、吃拿卡
要、侵害农民权益、损害集体
利益等突出问题，严肃惩治基
层腐败问题，净化基层政治生
态，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
效取信于民。

北海保障房项目满足城乡居民住房需求

2266栋栋楼楼房房已已全全部部开开工工建建设设

随着滨州港和北海开发
建设的快速推进，该区外来人
口达到2万多人，但住房问题
成为困扰外来人员工作和生
活的一大难题。“公租房项目
主要是为园区引进人才和外

来务工人员提供工作和生活
便利，我们还配套建设了餐
饮、购物、医疗、金融等服务项
目。”李玉强说。

据了解，循环产业园区公
租房项目年度新建目标任务

1500套，实际开工1524套。该
区注重项目建设质量，严把材
料进场关，所有工程材料必须
按规定取样送检；关键部位、
隐蔽工程进行监理旁站；每周
例会和专题会及时解决施工

中遇到的问题，确保在保障安
全、质量的前提下抢工期、赶
进度，将在冬季停工前完成6
栋楼的主体结构，其余完成基
础砌体及回填土施工。

11月21日，在北海经济开发区循环产业园区公租房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200多工人分布在不同的工区流水作业，3
部桩机正在打桩建设。“目前”该项目负责人李玉强说。循环产业园区公租房项目是该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项目之一一。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关系到困难群众的切身利益，该区将此项工作作为重点民生实事工程来建设，开工建设了循环产业园区区公
租房项目、滨州港海港港区公租房项目以及棚户区改造项目，逐步形成以满足城乡居民需求的多元住房保障体系。

本报记者 谭正正 通讯员 张秀华

公租房项目满足外来人员住房需求

“能住上宽敞明亮的楼房，
冬天还有暖气，这是好事，只要
评估合适，我们非常乐意搬
迁。”该区马山子镇北瞿阝村村
民张洪竟说。

据了解，该区自今年起，将
用三年时间对岔尖一村、岔尖
二村、北瞿阝村等8个村庄进行
征收安置。采取城市社区集中
安置办法，进行合村并居，异地
安置，先建后拆，建设岔尖生态
渔村、福海佳苑、滨港花园3个
安置社区，惠及群众3518户，

12031人。
该区在棚户区改造工作

中，注重征求村民的意见，倾听
村民们的想法，并组织区直有
关部门、马山子镇政府相关工
作人员、棚改涉及村两委班子
成员和群众代表共60人次，分
赴德州、烟台、威海、潍坊等地
考察学习，把外地的经验和本
地实际进行结合，制定出台了

《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
见》。同时，根据国家、省、市相

关法律法规，结合各村实际，本
着村民自主自愿的原则，为了
真正的让利于民，造福群众，制
定了极其优惠的棚改政策。

“按时签订协议及搬迁的
仅奖励就达近8万元。安置社区
全部在起步区最好的地段，楼
房为大产权。入住后1至3年报
销物业费和取暖费得50%，第4
至6年报销25%，解决群众住得
起的问题。回购楼房价格低于
成本价格400元，交付标准高，
全部达到直接入住条件。”该区

工作人员孔琳雪入户向村民讲
解政策。通过出动宣传车，工作
人员上门讲解等多种方式宣传
棚改政策。

“棚户区改造事关群众切
身利益，为确保公开、公正，我
们依法选定了评估公司，成立
了由国土、房屋征收、评估、马
山子镇等机构工作人员组成的
勘测丈量组，对被征收范围内
的房屋、附属物及宅基地进行
调查、勘测和丈量。”该区马山
子镇镇长冯国建说。

棚户区改造注重征询村民意见

本报讯 今年以来，阳信县
水落坡镇计生办严格按照“三严
三实”活动的要求，把主体责任的
落实与“一岗双责”、计生事业发
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切实从“严”
字上加强队伍建设，向“实”处谋
事发力，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提
高工作效能。

在日常工作的开展中，该中
心把落实“两个责任”作为全局性
的重大政治任务，与计生工作统
一研究部署、统一组织实施，构建
起全面覆盖、层层落实的工作责
任体系，形成了以制度管人、管
权、管事的良好局面，有力保障了
各项工作执行有力、规范有序、快
捷高效。同时，计生办以深入学习
和自觉履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为契机，重点围绕工作纪律、工作
态度、工作方式及存在的“不作
为、不想为、乱作为”问题进行整
改。 通讯员 杨雪松

水落坡计生办

让群众更认同

本报讯 阳信县水落坡镇今
年以来，计生办把优质服务管理
渗入到计生工作各个环节,从文明
执法到利益导向，群众对计生工
作的满意度和认同度逐步提升。

强化信息公开，构建阳光计
生。镇、村公开栏每月更新计生方
面的宣传内容，让群众对政策有
清晰的了解，方便群众办事；建立
健全群众来访登记、受理、反馈程
序，保证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及时
得到答复，提高群众对计生工作
的满意度。

打造计生阵地，搭建惠民计
生。对失独家庭，建立了帮扶机
制，落实村帮扶到人，明确了帮扶
职责；对符合条件的计生利益导
向群体，及时纳入帮扶名单，确保
不错不漏。

加强信息沟通，共建和谐计
生。各单位建立了QQ群、微信群，
邀请育龄妇女加入，育龄妇女通
过QQ、微信了解计生方面的政
策、办事程序。 通讯员 杨雪松

建设工程人工市场

指导单价提高15%以上

为客观真实的反映建设市场
人工价格水平，保障建设市场各
方权益，省住建厅调整发布了全
省建设工程定额人工单价，规定
我省建设工程(包括建筑、安装、市
政、园林绿化、房屋修缮、仿古建
筑、轨道交通工程等)定额人工单
价由原来的66元/工日调整为76元
/工日。该单价作为全省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中人工单价的平均水
平，应作为建设工程费用计算程
序中企业管理费、利润等各项费
用的计算基础。

滨州市标准定额站根据滨州
市建设市场人工价格变化情况，
经调研测算，将滨州市建设工程
人工市场指导单价进行了调整：
装饰工程由原来的64元/工日调整
为76元/工日，其他专业工程由60

元/工日调整为70元/工日，均在原
基础上提高15%以上。该人工市场
指导单价是编制招标控制价的依
据，是发承包双方工程招标、投标
报价、签订施工合同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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