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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纪委公开曝光3起扶贫领域危房改造不担当不作为典型问题

危危房房改改造造不不担担当当不不作作为为三三人人受受处处分分

情满助学路，体彩一路为爱
护航。为了帮助更多品学兼优、家
庭贫困的高考生圆梦大学，山东
体彩连续第11年开展“情系革命
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爱心助学
活动，今年的活动由山东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大众网联合举办，
将为全省120名贫困大学新生每
人提供5000元助学金，总共60万
元助学金倾情帮助优秀寒门学子
圆梦大学！

本次活动采取网上报名的方
式，报名者登录“山东体彩网”
(www.sdticai.com)或“大众网”
(www.dzwww.com)进入“情系革
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山东体
彩爱心助学活动网上报名平台进
行报名，报名时间为2018年7月6
日-8月14日。本次活动的报名条
件为：报名者须为山东籍户口；家
庭贫困、学习刻苦、积极进取、品
行端正；参加2018年夏季高考，高
考分数达到专科最低录取控制分
数线，且被专科(含)以上院校录
取的2018年高中毕业生。报名需
要完整填写报名资料，并提交本
人相关材料的电子版，包括身份
证(双面)、户口本(索引页及本人
信息页)、大学录取通知书(若未
收到录取通知书，须提供录取证
明)、户口所在地的居委会、村委
会或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贫困证
明(加盖公章)。

让爱心在希望中绽放，让希
望在教育中成长。自2008年开始，
山东体彩已经是连续第11年开展

“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
爱心助学活动，11年来，山东体彩

累计出资490万元，帮助1340名品
学兼优的贫困学子顺利迈入了大
学的校门，让他们拥有了接受高
等教育的机会，他们中的很多人
已经陆续地在各个岗位上为社会
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
学子”爱心助学活动也只是山东
体彩公益助学的一个缩影，多年
来，山东体彩爱心助学的足迹越
来越广：连续4年开展的“公益体
彩 快乐校园”活动累计为全省
400多所学校捐赠了640多万元的
体育器材和图书；每年开展的“六
一”爱心助学活动，为全省上百所
学校捐赠了价值数百万元的体育

器材和学习用品；关爱孤独症儿
童，连续多年为孤独症孩子们送
去学习用品等。不止于此，作为公
益事业的倡导者和先锋者，山东
体彩一直致力于回报社会，截至
目前，山东体彩共筹集体彩公益
金336亿元，广泛用于扶贫、助学、
济困、赈灾、全民健身、社会保障、
残疾人事业、城镇和农村医疗救
助等多项社会公益事业，源源不
断地将爱心传递到社会的每个角
落，山东体彩的关爱正惠及越来
越多的人。今后，山东体彩将会一
如既往的扶贫助学、热心公益，奉
献爱心传递正能量，为构建和谐
社会贡献更多力量。

6600万万助助学学金金资资助助112200名名贫贫困困大大学学新新生生
山东体彩爱心助学再启航

报名时间：
2018年7月6日—8月

14日
报名条件：
1、山东籍户口；
2、家庭贫困；
3、参加2018年夏季

高考，高考分数达到专科
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且
被专科(含)以上院校录取
的2018年高中毕业生；

4、学习刻苦、积极进
取、品行端正。

报名方式：
登录“山东体彩网”

(www.sdticai.com)或“大众
网” (www.dzwww.com)
进入“情系革命老区 关
爱寒门学子”山东体彩爱
心助学活动网上报名平台
进行报名。

报名要求：
1、报名学生须在“情

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
学子”山东体彩爱心助学
活动网上报名平台提交

填写完整的报名资料。
2 、报名学生须在

“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
寒门学子”山东体彩爱
心助学活动网上报名平
台按要求提交本人相关
材料的电子版：( 1 )本人
身份证 (双面 )；( 2 )户口
本 (索引页及本人信息
页)；(3)大学录取通知书
(若未收到录取通知书，
须提供录取证明)；(4)户
口所在地的居委会、村
委会或相关政府部门出
具的贫困证明 (加盖公
章)。

3、凡提交信息、资料
不全或不属实，均视为无
效申请。

咨询电话：
0531-82053018
受助学生名单公布

渠道：山东体彩网、大众
网。

本活动解释权归山
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60万助学金资助全省120名贫困大学新生

2018年山东体彩爱心助学活动报名细则

为了帮助更多家庭贫困的优秀学子顺利迈入大学
校门，山东体彩于2018年连续第11年开展“情系革命老
区 关爱寒门学子”爱心助学活动。本次活动由山东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大众网联合举办，将在全省范围内
共捐助120名贫困大学新生，每人捐赠助学金5000元，
总额60万元。

本报泰安7月8日讯 为进一步严明
纪律，发挥警示教育作用，泰安市纪委日
前公开曝光3起近期查处的扶贫领域危房
改造不担当不作为典型问题。

岱岳区范镇建委党总支书记亓恒海
对危房改造审核把关不严问题。亓恒海作
为该镇主管危房改造的负责人，不认真履
行职责，对唐北墠村2015年、2016年危房
改造审核验收把关不严，致使2户改造不
合格的危房通过验收，造成不良影响。亓

恒海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肥城市边院镇宋庄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赵培山未按要求上报危房改
造计划问题。2017年6月，赵培山在明知3
户贫困户属于危房、符合申报条件的情
况下，未按照上级要求上报危房改造计
划，致使贫困户未能及时受益，造成不良
影响。赵培山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泰山景区下港镇赵峪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魏述成不正确履行危房

改造职责问题。魏述成在该村2013年、
2015年和2016年危房改造项目验收中，
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6户村民在以修
代建和房屋建筑面积超标的情况下通
过验收；该村还存在套取危房改造资金
17400元用于村集体支出问题。魏述成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通报强调，脱贫攻坚是党中央确定
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是各级党组织必
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强化责任担当，紧紧
围绕党中央和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
发扬新时代“挑山工”精神，在其位、谋其
政、干其事、求其效,不忘初心、履职尽责，
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对不担当不作为、
失职失责的，要严肃问责，形成强力震
慑，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担
当作为、干事创业，以实际行动打赢脱贫
攻坚这场硬仗。

本报泰安7月8日讯 为进一步严
明纪律，发挥警示教育作用，东平县纪
委日前公开曝光5起近期查处的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典型问题，其中窦府营村
村集体骗取扶贫资金21万元。

老湖镇冯楼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朱成国对本村人员死亡信息核减
报送不及时问题。2015年6月至2016年
11月，朱成国负责本村人口信息登记工
作，不认真履行职责，对本村享受低保
待遇的2人死亡信息核减报送不及时，
造成他人多享受低保金3744元，多领取
其他国家补贴资金1785元。2018年1月，
朱成国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资
金已追缴。

戴庙镇沈楼村村集体违规收取低
保户费用问题。2014年3月，沈楼村在低
保办理核实过程中，经时任村党支部书
记陆书桃提议召开“两委”会议，研究决
定按每名低保人员30元的标准收取复
印材料等费用，违规收取91名低保人员
费用计2730元，用于办理低保等费用支
出，收支均未计入村集体账目。陆书桃，

时任党支部委员、村委会主任陆相如，
党支部委员、会计陆相柱对此负有直接
责任。该3人另外存在其他违纪问题。
2018年4月，陆书桃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2018年5月，陆相如、陆相柱分别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资金已退赔。

州城街道杜尧洼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周传喜违规为亲属办理低保
问题。2011年4月，周传喜利用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之便，违
规为其两名亲属办理低保,于2011年7月
至2013年3月骗取低保金共计5761 . 3
元。2018年5月，周传喜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违纪资金已追缴。

新湖镇窦府营村村集体骗取扶贫
资金问题。2016年7月，窦府营村村集体
骗取2015年度省级贫困村扶贫资金
210000元，全村人均发放猪、鱼饲料
24 . 22公斤，计现金110000元；人均发放
现金77元，计99176元；村集体坐支824
元。村党支部书记苏方顺，报账员王召
甫对此负有直接责任。苏方顺、王召甫
另外存在其他违纪问题。2017年12月，

苏方顺、王召甫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违纪资金已追缴。

新湖镇辘轳吊村村集体骗取扶贫
资金问题。2016年10月，辘轳吊村村集
体骗取2015年度省级贫困村扶贫资金
150000元，全村人均发放140元，多发15
家贫困户各300元，多发2家委托养殖户
各5 0 0元，计1 1 6 8 0 0元；村集体坐支
33200元。村党支部书记魏承银，原村党
支部委员、村委会委员、会计孟召银负
有直接责任。2017年12月，魏承银、孟召
银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资
金已追缴。

通报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是确保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政治
任务，必须以严明的纪律作保障。以上通
报的5起案例，是除危房改造问题外，扶贫
领域表现最集中、最突出的几类问题。各
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学习，对照通报案
例认真查摆本辖区、本系统内存在的问
题，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
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严惩和铲除
扶贫领域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本报泰安7月8日讯(记者 侯海
燕) 8日下午16时，泰安市气象台发
布预报显示，9日起，泰安局部将有雷
阵雨，未来两天泰安的天气都是多云
间阴有雷雨或阵雨。随着降雨来临，泰
安的高温将有所回落，9日最高温降至
27℃。

“未来两天雷阵雨，伴随短时大
风，雷雨时阵风能达7-8级。”市气象台
工作人员说，降雨也只能带来短暂清
凉，降雨过后将迎来高温天气。

未来三天具体天气情况为：8日夜
间到9日，多云间阴，有雷雨或阵雨，降
水概率70%，南风转北风3～4级,湖面4
～5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8级。最
高气温27℃左右。

7月10日，多云间阴，有雷雨或阵
雨，降水概率70%，北风3～4级,湖面4
～5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8级。
最高气温30℃左右。

7月11日，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
云，降水概率70%，南风3～4级,湖面4
～5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8级。
最高气温32℃左右。

未未来来两两天天有有雷雷雨雨
暂暂时时告告别别高高温温天天

东平县纪委公开曝光5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典型问题

窦窦府府营营村村村村集集体体骗骗取取扶扶贫贫资资金金2211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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