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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感动动淄淄博博””年年度度人人物物评评选选开开始始投投票票
25位候选人来自各行各业，市民可于28日前登录相关网站或微信投票

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李超 ) 2015“感动淄博”年度
人物候选人已经产生。即日起
至12月28日，市民可登录淄博
新闻网，或关注掌中淄博微信
公众号，进行投票。

“感动淄博”年度人物评
选活动是中共淄博市委宣传
部 主 办 的 一 项 选 树 典 型 活
动。自2005年以来，已评选了
1 0届、1 1 3位年度人物。历届

“感动淄博”年度人物来自全
市 各 行 各 业 ，其 中 不 乏“ 草
根”英雄，他们的事迹感人至
深，催人奋进，凝聚着强大的
正能量，为引领社会风尚、促
进科学发展、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了重
要作用。

2015年度“感动淄博”年度
人物评选，从今年11月份开始
启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扳

倒井股份有限公司和淄博移
动通信分公司合作支持。

本次评选分推荐上报、初
评认定、事迹展示和群众投
票、终评和表彰4个环节，采取
自下而上，层层推荐的方式进
行。对于候选人，要求在淄博
市工作、生活的典型人物或集
体，其事迹能够打动公众、感
动淄博，具有较高的先进性、
很强的典型性和鲜明的时代

性，符合市委提出的“一个定
位、三个着力”的目标要求。对
评选出的10名“感动淄博”年度
人物和10名提名奖人物，市委
宣传部将颁发荣誉证书、奖杯
并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进行
表彰和奖励。

截至目前，淄博市已经初
步推选出25名候选人，他们来
自各行各业，评选正式进入投
票等环节。

未被脑瘫等疾病击垮，1001号候选人刘冰：

用用脚脚趾趾写写出出两两部部文文学学作作品品集集

开创网上招生咨询先河，1002号候选人牛莹：

““招招办办大大叔叔””为为33万万多多考考生生指指点点迷迷津津
爱孩子们，更爱给高考生

答疑解惑。坚持通过网络聊天
工具为参加普通高考的考生们
解答考前考后的疑难问题，十
几年间，给3万多高考生拨开升
学路上的迷雾，他是淄博市招
生办公室副主任牛莹，也是网
上的“招办大叔”。

2002年开始，牛莹利用淄
博市招生办公室网站论坛来解
答高考的相关问题，开创了网
上招生咨询服务的先河。2005

年开始开设高考咨询QQ群，这
一便捷的网络服务渠道，迅速

受到家长和考生的欢迎，第一
年，淄博高考QQ群就发展到了
4个。

10多年来先后共开通上百
个高考QQ群，年均服务家长、
考生3千多人，牛莹利用一切休
息时间，面对考生疑问，有问必
答，累计有近3万多名考生从
QQ群里找到了高考政策、学
习、生活、心理等各方面问题的
答案，同时他还长期关心帮助
困难学生，被亲切地称为“招办
大叔”，受到家长、考生的广泛
关注和热爱。

招办大叔还在多家报纸开
设专栏，开设微博、微信公众账
号，举办大型高考讲座，积极拓
宽服务渠道，让更多的考生接
受到直接服务。多年来，招办大
叔的热情与爱心带动了已经进
入大学的考生和家长积极投身
到帮助他人的高考义工队伍，
无偿帮助面临高考的新考生。
招办大叔高考群及微博的受益
人已经不只限于淄博考生，他
与义工们一道向全省展现了淄
博人的文明风貌。

本报记者李超 整理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李
超) 16日，淄博廉政在线网站
通报6起“为官不为”典型问题。
要求全市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
人员认真吸取教训。

通报称：市安监局危化处
副处长廖波涛履职不到位问
题。廖波涛因对有的省安监局
审批的建设项目未及时报告领
导，未告知相关科室、监察支队
或下级安监部门，致使项目信
息上传下达不畅通，市安监局
给予廖波涛停职检查处理。

临淄区金山镇副镇长段学
恕履职不到位问题。段学恕因
未认真审核个别村迁坟补助款
领取单，致使财政资金被虚报
套取，临淄区纪委给予段学恕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博山区八陡镇空气异味综
合整治工作执行不力问题。八
陡镇政府责令对空气异味综合
整治工作推进力度不够、未能

按时完成工作任务，负有主要
领导责任的城建环卫所所长崔
希忠作出书面检查。

桓台经济开发区、唐山镇
空气异味综合整治工作执行不
力问题。桓台县纪委对牵头推
进空气异味综合整治工作不力
的县环保局副局长许志明，对
落实空气异味综合整治工作属
地责任不到位的桓台经济开发
区党委委员、党政办主任田美
峰，果里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荆
宝桢，桓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招商一局副局长、果里镇环境
保护办公室主任巩本勇进行诫
勉谈话，责令果里镇党委、政府
向县委、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对县环保局和果里镇党委、政
府及唐山镇党委、政府进行通
报批评。

高新区创业中心对高分子
创新园公寓租户监管不力问
题。高新区高分子创新园公寓

租户违反租赁合同擅自改变房
屋用途，高新区纪委责令高新
区创业中心主任王军作出书面
检查，对中心原副主任张猛、现
副主任杜振江进行诫勉谈话。

淄川区、周村区、文昌湖旅
游度假区库区移民扶持资金发
放监管不到位问题。审计发现
淄川区、周村区、文昌湖旅游度
假区存在公职人员虚报冒领库
区移民扶持资金问题。经市、区
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市纪委对
资金发放监管不力，负重要领
导责任的市水利移民管理局局
长牛蒙军进行诫勉谈话。淄川
区纪委对移民身份复核工作不
细致，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太河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李海泳进
行诫勉谈话，责令区水务局党
委委员、区移民局局长牟先林
作出书面检查。周村区纪委对
移民身份复核工作不细致，负
主要领导责任的区水务局局长

刘子稳，区水务局党委委员、副
主任科员宋刚，南郊镇党委委
员、副镇长李健进行诫勉谈话，
责令区水务局农水科科长魏国
栋，南郊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原主任侯凤霞、副主任侯健作
出书面检查。文昌湖旅游度假
区纪委对移民身份复核工作不
细致，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萌山
水库管理处副处长王力，商家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高勇，萌水
镇人大副主席孙志成进行诫勉
谈话，责令萌山水库管理处科
员王浩、朱洪玲，商家镇政府科
员孟祥宝、王光喜，萌水镇政府
科员郑芹、王明吉作出书面检
查。对移民身份核查把关不严，
负直接责任的26个村主要负责
人分别受到通报批评、责令作
出书面检查的处理。59名虚报冒
领财政扶持资金的公职人员分
别受到了党纪处分和批评教育
处理。

淄博市纪委监察局通报6起“为官不为”典型问题

移移民民资资金金被被冒冒领领，，多多人人遭遭处处分分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唐菁

通讯员 孙建龙) 为进一步加强内
部审计工作，更好地发挥内部审计在
经济建设和廉政建设中的职能作用，
近日，淄博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内部审计工作的意见。意见
指出，各单位要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
度，健全内部审计组织机构，鼓励和
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健全内部审
计机构(组织)并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要根据单位规模大小、业务性质
及治理需求等情况，确定内部审计的
组织架构、职能定位。积极探索适合
本部门、本单位实际的内部审计工作
评价体系，保证内部审计工作的独立
性，内部审计工作应当与财务工作的
职责相分离。

另外，还要健全内部审计组织机
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年度财政财
务收入(或支出)达到1000万元或者有
下属独立核算单位2个(含)以上的，地
方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含国有独资、
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的
企业)、公立医院、公立学校和社会团
体，镇、街道办事处及各类开发区(新
区、园区)，应当配备与本单位业务相
适应的内部审计人员。

同时，意见指出，鼓励和支持非
公有制企业建立健全内部审计机构
(组织)并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鼓励非公有制企业

建立内部审计机构

1986年3月，刘冰出生在
博山区南博山镇尹家峪村一
个普通的矿工家庭。2个月大
时，就查出患有核黄疸病症，
3岁被确诊脑瘫，语言和行动
能力几乎全部丧失，无法像
正常人一样生活，每天只能
在床与轮椅的两点之间艰难
度日。

他没有被多舛的命运击
垮，始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
情，对生命的感恩。17岁时他
在母亲的帮助下开始学习，
不到 2年就认识了新华字典
上所有汉字，并用仅能活动

的左脚控制两个脚趾夹着粉
笔在水泥地上学会了写字。
凭借坚韧的毅力与耐力，刘
冰 现 在 能 够 熟 背《 新 华 字
典》，通读了包括中外名著在
内300多本书籍；用仅能活动
的左脚学会了上网、打字，并
进行文学创作。

从2009年发表第一首诗
歌至今，刘冰已经创作了近
300篇诗歌、散文，出版了《刘
冰诗集》和综合文学集《折翅
飞翔》两部书。2 0 1 4年，刘冰
的《旧梦四月》等3首诗获得
齐鲁文学作品年展优秀作品

奖，其先进事迹先后被1 6家
媒体进行过深入报道。刘冰
常讲“没有那么多好心人的
帮 助 ，就 不 会 有 自 己 的 成
长。”他时刻梦想着用自己的
努力去回报社会。

2014年5月，在第24个全
国助残日前夕，刘冰在济南
英雄山北广场举行《刘冰诗
集》义卖会，将卖书所得大部
分捐助给其他重症残疾人。
同时，刘冰还不断为矿区和
社会青年作励志教育报告，
在青年人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本报记者李超 整理
6年来刘冰用坚强的毅

力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招办大叔牛莹多年来为3

万多名高考生提供咨询服务。

对于感动淄博的年度人物，他们
或者为淄博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或
在本职岗位上取得非凡业迹，或者见
义勇为、舍己为人，或践行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

网络投票请登录淄博新闻网年
度人物评选专题 (网址为：http ://
vote.zbnews.net/2015gandong/ )；微信
投票请关注“掌中淄博”微信公众号，
回复“感动淄博”或点击底部菜单“活
动”———“感动淄博”，进入活动页面
进行投票。

头条链接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刘晓）
16日，市环保局发布上周环境状

况通报。各区县良好天数最多的是
沂源县，为3天；与去年同比，临淄区
良好天数增加1天，淄川、周村、高新
区均减少1天。

各区县PM2.5平均浓度最高的是
周村区，为0 . 182mg/m3，最低的是沂
源县，为0 . 084mg/m3。PM10平均浓度
最高的是周村区，为0 . 273 mg/m3，最
低的是沂源县，为0 . 108 mg/m3。SO2

平均浓度最高的是淄川区，为0 . 166
mg/m3，最低的是沂源县，为0 . 051mg/
m3。NO2平均浓度最高的是周村区，
为0 . 102mg/m3，最低的是沂源县，为
0 .054mg/m3。

齐城污水处理厂、淄博德信联邦
化学有限公司、淄博鑫港燃气有限公
司、淄博祥业针织棉织品有限公司、
淄博 泺纺织有限公司、淄博瀚超纺
织有限公司、淄博玉华纺织有限公
司、淄博新亚纺织有限公司、淄博鑫
泰石化有限公司、淄博新枫晟染丝有
限公司、淄博昌赫服装水洗有限公
司、金晶科技1号、金晶科技2号等13个
污染点源出现排放超标的情况。

博山区孝妇河西龙角、淄川区
孝妇河南外环、张店区猪龙河裕民
桥、孝妇河309国道桥、临淄区乌河
东沙河、桓台县乌河入预备河等河
流断面水质超标。

“感动淄博”人物

如何投票

上周13污染点源

污染物排放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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