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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听取对规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意见建议

教教育育话话题题，，座座谈谈会会上上讨讨论论很很热热烈烈

挪用农村养老金

所长被开除党籍

本报讯 16日，山东省纪
委对11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典型问题发出通报。分别
是：

济阳县天平镇西高村党支
部原书记刘子树、村委会原主
任张庆才因套取小麦补贴款等
问题，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青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辽宁路中队原中队长
孙胜受贿，受到开除党籍、行政
开除处分，司法机关已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郯城县归昌乡葛大村党支
部原书记李永华因受贿等问
题，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司法机
关已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临沂市河东区相公街道相
二村党支部原书记王学富因工
作失职等问题，受到撤销党内
职务处分。

德州市陵城区邱家村党支
部原书记陈国林职务侵占、挪
用资金，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
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枣庄市市中区孟庄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所原所长陈维
挪用农村社会养老金，受到开
除党籍处分，司法机关已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聊城市江北水城旅游度
假区凤凰街道后屯村党支部
原书记姜西顺虚报冒领专项
资金、违反财经纪律，受到开
除党籍处分。

邹城市田黄镇下鲍家庄村
村委会原主任冯现合违反财经
纪律、套取集体资金，受到留党
察看一年处分。

莱芜市雪野旅游区雪野
镇东峪村党支部原书记张庆
忠以权谋私，受到留党察看
一年处分。

垦利县农业局原党组书
记、局长杨俊新，主任科员刘敏
因套取惠农资金、骗取财政补
贴、挥霍浪费公共财产等问题，
分别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
撤职处分和党内严重警告、行
政记过处分。

荣成市经济开发区城西街
道郭家庄村党支部原书记岳成
德挥霍浪费、违反财经纪律，受
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据山东省纪委监察厅网站

坐坐公公车车出出差差，，路路过过家家门门口口不不敢敢下下车车
去年全省查处违反八项规定问题3926起，通报曝光成为常态

2015年，省纪委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列入纪律审查重点，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后仍然顶风违纪的行为，持之以恒纠正“四风”；坚持定期曝光、集中曝光、重要节日前专题曝曝光
相结合，形成通报曝光常态。

不少党员干部看到“通报”而不敢松懈，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在去年也逐渐常态化。

元旦过后第一天上班，在
省直机关工作的公务员王东，
在公交车站碰到了自己单位
的一位副厅级干部。省直单位
车改在2015年底完成，王东所
在单位只保留了“一把手”用
车和少量在规定范围内的应
急用车，单位副职的公车已经
全数上交。

王东在机关工作已经6
年，在他看来，在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中，违规配备
使用公车最为常见。

根据省纪委通报，2015年
全省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3926起，其中违规
配备使用公务用车问题1563
起，占总量的近40%。

王东透露，原来机关每个
处室都有一辆公车，领导接送
孩子上下学是常有的事儿，过
节往往直接连司机带车一块
回老家。

然而，现在王东单位的不
少副厅级干部买了私家车，自
己开车上下班。有一次，分管
王东的一位副厅级干部带公
车出差，经过自己家门口却不

下车，仍然让公车把自己送到
单位门口，再开自己的车回
家。“一旦被拍下来，说也说不
清楚。”该副厅级干部说，八项
规定刚开始实行的时候，自己
也不理解，比如用公车顺道捎
一下家人、送一下孩子也没觉
得怎样，后来通报力度大了，
才逐渐意识到虽然事儿小，但
却是公权私用。

这种过去看似“很小”的
行为，却让王东感到了差距，

“那时候觉得不公平，因为这
种待遇只有领导才会有，但只
能把这种不公平憋在心里。”

该副厅级干部说，到了
2015年，自己已经逐渐有了公
车不能私用的意识，同时在行
动上，觉得公车成了一条红
线，必须谨慎和小心。

对违规配备使用公车
问 题 的 查 处 ，也 取 得 了 成
效。从2015年省纪委的统计
数据来看，违规配备使用公
车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 问 题 的 比 重 ，从 1 月 的
5 3 . 7 % 下 降 到 了 1 2 月 的
30%。

在王东看来，省纪委对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
查处力度，让自己在思想上绷
紧了弦。

省纪委把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行为列入纪律审查
重点，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中
央八项规定出台后、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后仍然顶
风违纪的行为；对构成违纪的
坚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不以
批评教育、诫勉谈话、内部通
报等代替。2015年，全省共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3926起，处理5098人，党政
纪处分2926人，其中党纪政纪
处分厅级干部16人、县处级
161人。

持续通报曝光典型问题。
坚持定期曝光、集中曝光、重
要节日前专题曝光相结合，形
成通报曝光常态。2015年，省
纪委分6批通报曝光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39起，
涉及厅级干部20人、县处级干
部25人。省纪委网站开设曝光

台，随时曝光查处的典型问
题。

潍坊市一名包村的第一
书记说，今年明显感受到对村
级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的查处力度加大了很多。

“以前村干部很抵触，尤其对
于婚宴不能大操大办的规定
很不能接受，在他们看来，谁
家的闺女嫁得风光才更有面
子，在婆家人面前抬得起头，
甚至还会在婚礼现场用秤称
钱，一办就好几天。”

该第一书记说，这几年，
村干部的习气慢慢改了，但有
的仍然坚持大操大办。而在去
年，不少村干部因为大操大办
等违规行为被通报甚至被免
职，让很多村干部自觉规范了
自己的行为。“在去年，村里还
规定了结婚用什么烟、什么
酒，连桌数都有了明确的杠
杠，结婚就按照这个来。”济阳
县一位包村干部说，连以往村
里一办好几天的“白事”，如今
也就一上午了事。

本报记者 陈玮

2015年，省纪委着眼发现
问题创新检查方式，实行明查
与暗访、普查与抽查、交叉式暗
访与点穴式暗访相结合，及时
发现和掌握“四风”问题线索。
去年以来，省市县三级联动开
展7轮暗访，其中省纪委核实有
价值线索375条；各市纪委组成
暗访组470个，发现问题线索
720条。王东的一位上级就在去
年的暗访中，被查出了问题。

王东和同事们觉得，自
己能安安心心过个节了，而
不像以前，过节还要陪领导
吃饭，领导出去玩的时候还
要跟着打下手，甚至节前考
虑送礼的问题。“现在送礼就
是给领导惹麻烦，自己也可
以清静了。”

王东发现，在这种力度之
下，违规发放津补贴、违规收送

礼品礼金等违规行为，在去年
都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遏制。山
东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
林学启认为，通过这几年的努
力，“三公消费”大减、“舌尖浪
费”被遏制、“会所歪风”停刮，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逐渐没有
市场。

王东的朋友周华是一名普
通的上班族，当她第一次看到
领导违纪被通报，觉得十分吃
惊，而八项规定实施第三年，周
华觉得干部违纪被公开通报，
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公布
的违纪行为非常细致，这也为
我们的监督划上了标准，比单
纯的文字规定更能让人印象深
刻。”

(应受访者要求,王东、周华
为化名)

“一旦被拍下来，说也说不清楚”

办喜事用的酒和烟都是固定的

能安安心心过个节了

在槐荫区政府地下停车场内，一位公务人员给假期“休息”的
公车贴上了封条。(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本报济南1月17日讯（记者
陈玮） 15日上午，省政府召

开座谈会，听取党代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对省“十三五”规
划纲要、2 0 1 6年《政府工作报
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
议。

全国人大代表、原山东电
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艺术副总监
赵冬苓说，文化娱乐产业发展
潜力很大，希望有更多优惠政
策支持发展。与会的领导表示，
山东文化底蕴深厚，文化产业
发展基础很好，要努力营造激

励齐鲁文化精品创作的社会环
境，支持富有山东特色的文学、
影视、传媒等事业加速发展。

省党代表、玲珑集团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峰
希望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引
导资源向更高效率的企业流
动，提升山东制造的整体形象。
与会领导回应说，产业升级要
坚持市场主导，充分发挥行业
协会的自律管理作用，增强企
业创业创新活力。

省人大代表、烟台市牟平
区委书记李爱杰建议支持乡镇

扩权和镇级联合执法。与会领
导和他进行了探讨，强调要推
动政府管理服务向基层下沉，
促进公共服务体系向农村延
伸。

在座谈会上，20位党代表、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先后进行
发言。教育是代表委员们最为
热议的对象，甚至就“缺少老
师”的问题，直接在会场上讨论
了起来。

“《纲要》中提到‘继续深化
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我觉得力
度不够，去年省委、省政府办公

厅出台了文件深化基础教育综
合改革，各市县也制定了办法进
行落实，我认为既然有了政策，
表述应该是‘加快推进’。”省人
大代表、新泰一中校长常希贞在
会上建议。

“《纲要》和《报告》中提出
了解决大班额问题，让人看到
我省对于大班额问题的重视。
现在推进力度很大，速度也很
快 ，但 还 存 在 师 资 短 缺 的 问
题。”常希贞说，教师性别比例
失衡，也是目前的突出问题。

“我们做了一个调查，2014年和

2015年，我们招聘的教师80%
是女职工。尤其是去年，学校招
聘 了 1 6 个 教 师 ，只 有 一 个 男
的。”

在高校，面临着学校缺少自
主权的问题。省党代表、淄博职
业学院副院长曾照香在会上表
示，目前学校缺少老师，缺少一
线技能型人员，但编制在职能部
门控制着，导致学校空编严重，
同时由于没有自主权，不满意的
教师又不能辞退。

代表委员还对教师的建设
与管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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