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7月25日讯(记者
张跃峰) 7月25日，市纪委

监察局对近期查处的5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发
出通报。

高唐县赵寨子镇中学原校
长窦长彬超标准使用办公用房
问题。2013年8月至2017年1月，
窦长斌在担任赵寨子镇中学校
长期间，超标准使用赵寨子镇
中学一间面积为28 . 9平方米的
办公用房，超出规定标准。高唐
县纪委给予窦长彬党内警告处
分。

莘县教育局党委委员、正
科级督学毕增法违规操办其岳
母葬礼问题。2017年2月6日，毕

增法岳母去世后，未按规定向
县纪委报告其操办岳母丧事问
题，并利用个人职务影响通知
其下属工作人员前去吊唁，违
规收取礼金3400元。莘县纪委
给予毕增法党内警告处分，并
责令其退赔违规收取的礼金。

冠县第一中学党委原书
记、原校长、正科级干部王宗民
长期借用下属企业车辆等问
题。2012年7月至2016年6月，王
宗民长期借用冠县第一中学下
属企业车辆，该车主要用于王
宗民个人使用。冠县纪委将上
述违纪行为与王宗民其他违纪
行为合并处理，给予王宗民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东阿县铜城供销社党支部
书记、理事会主任秦良河违规
报销个人车辆费用问题。2017
年1月，秦良河违规报销应由个
人承担的个人车辆维修、保险
等费用共计2 . 62万元。东阿县
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委员会将上
述违纪问题与秦良河其他违纪
问题合并处理，给予秦良河留
党察看一年处分，并责令其退
赔违规报销的费用。

东昌府区文化馆馆长黄玉
松违规使用购物卡购买烟酒用
于招待问题。2013年1月至2014
年12月，黄玉松多次安排工作
人员以采购办公用品等名义用
公款购买购物卡，并使用购物

卡购买烟酒、副食等用于日常
招待，变相报销招待费用1 . 79
万元。东昌府区文广新局将上
述违纪问题与黄玉松其他违纪
问题合并处理，给予黄玉松行
政记过处分。

通报强调，各级党委(党
组)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把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纠正“四风”工作作
为重要政治任务，要结合“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
不断强化日常监督管理，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尊崇党章、遵守
党规，自觉接受监督。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要保持常抓的韧劲、
长抓的耐心，继续紧盯“四风”

突出问题，坚持交叉互查、重点
督查等联动监督机制，充分利
用现代科技手段，既严肃查处
面上顶风违纪行为，又对规避
组织监督，不收手、不知止，顶
风违纪搞变通的从快从严查
处。要强化问责追究，对“四风”
问题多发频发的，不仅要严肃
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还要
严肃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
和领导责任。要强化通报曝光，
对2016年1月1日以后发生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受到党
纪政纪处分的，不论职务高低，
都要点名道姓通报曝光，不断
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处理越
重”的强烈信号。

市纪委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校校长长长长期期借借用用下下属属企企业业车车辆辆被被查查

本报聊城7月25日讯(记
者 张跃峰) 7月25日，市
纪委以“私车公养 违纪受
罚”为题，对外剖析了莘县
一乡镇财政所所长的案例。

据介绍，随着公务用车
改革的深入推进，“公车私
用”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

“车轮上的腐败”并未完全
销声匿迹，“私车公养”问
题时有发生，成为“四风”
新变种。莘县某镇财政所
所 长 李 某 某 利 用 职 务 之
便，在“私车”上动歪脑筋，
用公款为自己的私家车购
买保险，踩踏纪律红线，受
到了党纪处分。2016年10
月，莘县纪委第四纪检监
察室受理了李某某用公款
为私家车购买车辆保险的
问题线索，并成立调查组
展开调查。

经过走访、查账、谈话
等，李某某的违纪行为水落

石出。2013年，李某某担任
财政所所长已将近十年。他
自认为在工作中取得了一
些成绩，为工作付出了青春
汗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
报，心态悄悄发生了变化，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想
法渐渐占了上风。2013年1
月，李某某名下的大众高尔
夫牌轿车和红旗牌轿车到
了该买车辆保险的时候，经
过核算，需缴纳10536 . 4元
的保险费。面对这笔保险
费 ，李 某 某 打 起 了“ 小 九
九”：工作中，自己经常用自
家的车来办公事，产生的费
用从未拿到单位报销过，所
以这次买车险用公款“找
补”一下也在情理之中。再
说，自己就负责上报本乡镇
公务用车具体信息，也不用
找领导审批，打打纪律“擦
边球”应该没啥大问题。于
是，李某某把自己的大众高

尔夫牌轿车和红旗牌轿车
与乡镇公务用车一起上报，
用公款为自己的私家车购
买了车俩保险。

第一次用公款买私车
保险后，李某某心里很紧
张，此后的几个日夜，他饭
吃不下、觉睡不着，工作也
没了状态，生怕有一天出
事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
场。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
别 是 在 感 到“ 没 啥 事 ”之
后，他心中仅存的那么一
点点负罪感、不安感消失
殆尽，侥幸心理驱使他胆
子越来越大。2013年第一
次 用 公 款 购 买 私 车 保 险
后，2014年和2015年，他分
别 2次用公款为自己的红
旗牌轿车购买了保险，在
违 纪 的“ 泥 潭 ”中 越 陷 越
深。3年间，李某某共私用
公款21341 . 58元用于购买
自己车辆保险。

爱饵衔钩，悔在鸾刀。
“其实，这点钱对我来说并
不算什么，我自己也付得
起，但是思想认识不到位，
想着利用自己职务便利，用
点公家的东西也没什么。十
八大之后，我也曾因担心被
查处，想停止这种错误行
为，但最终还是侥幸心理害
了自己。”调查结束后，李某
某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
并 主 动 上 交 违 纪 款
21341 . 58元。他说：“向组织
交代完问题，特别是上缴违
纪款以后，感觉浑身轻松了
许多。”

“私车公养”看似是占
小便宜，实质上是李某某的
特权思想和侥幸心理在作
祟，是纪律意识淡漠，对纪
律和规矩缺少敬畏、缺少戒
惧的表现。2017年3月，莘县
纪委给予李某某留党察看
一年处分。

用用公公款款为为私私家家车车购购买买车车辆辆保保险险
莘县一乡镇财政所所长被处以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本报聊城7月25日讯(记
者 杨淑君) 日前，东昌府
区印发了有关建立机关事
业单位防治“吃空饷”问题
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严格
界定“吃空饷”情形，严格压
实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严
格人员日常管理，严格工资
发放管理，严格离岗人员管
理，严格监督管理。

严格界定“吃空饷”情
形，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
问题主要是指：在机关事业
单位挂名并未实际到岗上
班，但从机关事业单位领取
工资、津贴补贴的；因请假、
因公外出期满无正当理由
逾期不归或旷工等原因，按
规定单位应当与其终止人
事关系，但仍在原单位领取
工资、津贴补贴的；已与单
位终止人事关系或已办理
离退休手续，仍按在职人员
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已
死亡或被人民法院宣告死
亡、失踪，仍由他人继续领
取工资、津帖补贴的；受党
纪政纪处分及行政、刑事处

罚等，按规定应当停发或降
低工资待遇，但仍未停发或
按原标准领取工资、津帖补
贴的；机关事业单位隐瞒事
实、虚报人员编制或实有人
数套取财政资金的；其他违
规违纪领取工资、津帖补贴
的。

严格压实用人单位单
位的主体责任，用人单位是
干部职工日常管理的主体，
同时也是清理“吃空饷”工
作的责任主体。按照“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用人单
位要切实加强对本单位工
作人员“进、管、出”全流程
的监管，一旦发现“吃空饷”
现象或“吃空饷”隐患，要第
一时间靠上去，主动纠正，
坚决清理整改。

严格人员日常管理，
机关事业单位使用编制新
进人员，须按有关程序由同
级或上级编委批准用编计
划后，再由组织、人社、财政
部门办理录用、聘用、调配
及核拨经费等事宜。工作人
员考录、公开招聘、调入等

要凭编制手续在规定时间
内报到并办理完工资核定
等手续。各镇办园区、区直
各部门(单位)要加强对本单
位工作人员的日常考勤管
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因病、因事请假须严格履行
请销假手续，并按干部管理
权限进行报批、备案。每月
对本单位人员考勤情况和
请销假情况进行汇总公示，
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要及时
依法依规处理，日常考勤情
况将是区里检查督导“吃空
饷”情况的重要依据。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单位
解除、终止人事关系的，或
者已死亡或被人民法院宣
告死亡、失踪的，应按规定
及时办理出编、工资核销和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或终止
手续。

同时，严格工资发放管
理，严格离岗人员管理，机
关事业单位一般不得以日
常工作为由借调人员，因完
成专项工作或者重点任务
确需借调工作人员，须经借

出、借入单位领导集体研
究，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
行审批程序，明确借调期
限，借调期满后继续借用
的，须重新履行审批手续。
严格禁止各种形式的非组
织借调行为。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离岗进修培训、挂
职锻炼，需按照干部管理权
限审批，并按有关规定抓好
日常管理。

严格监督管理，东昌府
区成立防治“吃空饷”工作
领导小组，区委常委、常务
副区长任组长，区委组织
部、区编办、区财政局和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
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311室)，联系电话6958667，
邮箱：dcfqgzflk@163 .com。

还将严格责任追究，形
成防治“吃空饷”工作领导
小组形成常态化联合治理
工作机制，区人社局做好信
息汇总和督导调度工作，还
将开展专项检查。

东昌府区建章立制

防防治治机机关关事事业业单单位位““吃吃空空饷饷””

7月23日上午，在莘县妹冢镇康
园村“蔬菜大棚—扶贫基地”现场，
鞭炮齐鸣，焰火辉映；挖土机、压路
机等各种机械声轰鸣四起，蔬菜温
室大棚开工典礼正在进行。

莘县妹冢镇党委政府紧抓全县
将蔬菜产业设施化、集约化、优质化
和绿色化的重要机遇，紧紧围绕“抓
产业，调结构，促发展”的扶贫攻坚
思路，按照精准扶贫的标准和要求，
通过召开镇党委会、党委扩大会安
排部署，广泛征求建档立卡贫困户、
党员、干部的意见建议，确定了2017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30万项目，
在康园基地建设高效集约蔬菜温室
大棚。温室大棚所有权归全镇建档
立卡贫困户，由镇政府代管理，把新
建的大棚向外承包，镇政府每年按
期收取租金产生受益部分给贫困户
分红。10个冬暖式大棚预计在8月20
日前完工，项目建成达产后，可新增
就业岗位20个，年生产蔬菜100万
斤，实现销售纯收入50万元，镇政府
按照租赁协议收取租金，产生的受
益部分全部用于全镇贫困户脱贫，
增加贫困户收入，使贫困户人均收
入达到贫困线以上。

(秦晓丹 李通)

莘县妹冢镇

扶贫基地开工建设

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脱贫攻坚
正处于啃硬骨头、攻城拔寨的冲刺
阶段，剩余贫困人口致贫因素更复
杂，该街道严格按照中央和省扶贫
开发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办事处实
际，破解发展瓶颈。

针对病残等无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该街道一方面按照“企业帮扶，
政府兜底”的思路，助其“开源”，增
加收入来源，帮助其脱贫。另一方面
运用好健康扶贫等扶贫政策立足

“节流”，为贫困户减少开支，减轻贫
困。“开源”和“节流”齐头并进，确保
在2017年底率先脱贫。

(道口铺街道 刘维锋 徐翠翠)

道口铺街道精准施策

不仅“开源”还立足“节流”

公告
冠县弘晟食品有限公司因未

按期缴纳土地出让金而产生违约
金9 . 42万元，请自公告之日起5日
内及时缴纳，逾期不能缴纳的转
冠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冠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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