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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利利部部一一副副局局长长饮饮酒酒误误事事被被免免职职
聚餐后发生交通事故并与交警冲突

@所有微信群主：

群群里里有有以以下下信信息息，，你你将将担担责责
你是微信、QQ群群主吗？

平常有没有留意群里在发什么
内容？有没有对群主依法进行
管理？如果没有，你很可能正徘
徊在违法的边缘，最近就有位
群主摊上了事，被判刑半年。

31岁的罗某是云南省德宏
州人，2017年2月份，罗某使用微
信号创建名为“边境文玩拍卖”
的微信群，罗某为该群群主和管
理员。2017年12月，一名微信用户
与罗某商量后，罗某允许他人在
群内发布淫秽视频供群内成员
观看。被查获时群内共有150名
成员。经民警远程勘验检查，
2018年3月31日至4月10日该微
信群内共发布淫秽视频515个。
2018年5月16日罗某因本案被刑
事拘留，同年5月30日被逮捕。寻
甸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罗某
行为已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法

院一审判决，罗某犯传播淫秽物
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
理规定》第十条明确指出，互联
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和使用
者不得利用互联网群组传播法
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止的
信息内容。

群主作为群的管理员，应
该维护好群里的秩序，不要让
非法信息、违法行为在群里泛
滥，出现了问题要及时管理、报
告。群主应及时对这些消息进
行管理：1 .不信谣不传谣；2 .所
谓内部资料不发；3 .涉黄、涉
毒、涉爆等不发；4 .军事资料不
发；5 .有关涉及国家机密文件
不发；6 .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的信息不发。

来源：工人日报客户端、都
市快报

13人工作日聚餐
除1人外都喝了酒

“之前我的体检指标有些
不好，这次正常了，还评上了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心里挺高兴，
就想着中午叫同事出来一起吃
顿饭。结果一松懈，就违反了纪
律。”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下
属引滦工程管理局副局长赵建
河在接受组织谈话时懊悔地
说。

今年1月下旬，驻水利部纪
检组收到一封举报信，称在2018
年元旦假期结束后上班第一天，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下属引
滦工程管理局副局长赵建河在
中午召集单位多名干部聚餐饮
酒，并在驾车返回时与其他车辆
发生碰撞，与交警冲突。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了这
么久，竟然还会有领导干部召
集职工中午聚餐饮酒，抓紧核
实一下问题是否属实。”驻水利
部纪检组相关负责人在看到举
报后，迅速组织对该线索开展
初核，情况很快明晰。

这次聚餐赵建河召集了单
位12名同事，其中有6名正处级
干部，多数系部门负责人，还有
1名副处级干部和5名科级及以
下干部。聚餐时，除1人外都喝
了酒。

“打电话约我吃饭的时候，
我没有多想就答应了，现在看
来是平时对自己要求太松了。”
一名参与聚餐的干部这样说起
当时参加聚餐的原因。而原定
下午一点要召开几个部门处级
干部年终考核会，但因为多名
参会干部参加聚餐，会议推迟
到了下午两点。

因聚餐及处理事故
当天下午4人未上班

聚餐之后，计划处处长张
某自己喝了酒，却开上赵建河
的车，要送赵建河等人回单位，
在场竟无一人阻拦。

张某在停车场倒车的时

候，与一社会车辆发生剐蹭，之
后双方发生争执并报警。张某
知道自己喝了酒，便将未饮酒
的姚某叫来为其“顶包”。而在
交警处理事故期间，赵建河又
与交警发生肢体冲突，被带回
派出所。

因聚餐及处理事故，除1人
正常轮休外，当天下午引滦工
程管理局4人未上班，8人未按
时上班。第二天，参与聚餐的13
人均被要求前往交警队接受谈
话。此外，参与聚餐的办公室主
任刘某当天还动用公车，前往
事故现场接赵建河，在未接到
赵建河后，该车将其他人员接
回了单位。

背后“小圈子”
码头文化严重

对这一事件，驻水利部纪
检监察组会同水利部有关部门
依规依纪进行了处理，赵建河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引
滦工程管理局副局长职务。张某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调整
工作岗位，刘某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并调整工作岗位。

事情的出现并非偶然。调
查中发现，引滦工程局存在日
常管理松弛，“小圈子”、码头文
化严重等问题，聚餐饮酒问题
屡禁不止。“酒风”难禁的背后，
反映的是该局全面从严治党出
了问题！对此，水利部党组高度
重视，明确要求严肃查处。

深入调查后，有关党组织
的主体责任问题浮出水面：海
河水利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履行
主体责任不力，知悉赵建河违
纪问题后未及时向水利部党组
报告，也未作出恰当处置，造成
不良影响；引滦工程管理局主
要负责人履行主体责任不力，
对局机关党员干部教育不到
位、监督不严格，日常管理松
弛，对单位出现“码头文化”现
象应负领导责任。

经水利部党组研究，对以
上三名同志进行诫勉谈话。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本报讯 和全省同龄人
来一场同题作文PK才华，飞
赴祖国宝岛台湾参加颁奖典
礼，感受同根同源的两岸文
化……这样的比赛，对于每个
中小学生来说都算得上是一
场难得的经历。现在机会来
了！10月18日，由山东省作家
协会、齐鲁传媒集团主办，生
活日报承办的首届鲁台学生
同题作文大赛暨第十二届联
合杯两岸青少年作文大赛正
式揭开帷幕，大赛面向小学4-
6年级和初高中学生，优胜者
将有机会去台湾领奖，主办方
将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并颁
发荣誉证书。本活动由碧桂
园、新城地产、百替集团友情
赞助。

2017年11月，风靡海峡两
岸十余年的“联合杯”两岸青
少年同题作文大赛正式落地

济南，济南赛区活动由生活日
报承办。活动启动后，立刻吸
引了近万名济南中小学生踊
跃参赛。为继续扩大活动影响
力，促进山东和台湾学生间文
化交流，今年赛事正式由济南
升级扩大到全省范围，同时，
山东省作协、齐鲁传媒集团联
合发起首届鲁台学生同题作
文大赛，将在全省范围内寻找
写作好手，与海峡两岸的同龄
人来一场写作大对决。

按照活动安排，比赛将分
两个阶段：11月2日前由生活
日报联合各市组织初赛，选拔
出一定名额的获奖者进入决
赛，12月2日，全省所有进入
决赛选手会聚到济南参加决
赛。10月18日，活动启动后，
学生可自行下载作文题目和
答题纸进行写作。

在初赛和决赛后，主办方

将组织评审专家对所有选手
现场完成的作文进行分组评
阅，确定获奖名单后公示，按
照联合报系参赛规则，各参赛
组将分别评出首奖、创意类优
等奖、感动类优等奖、说服类
优等奖、鼓励奖等奖项。获奖
学生可自愿选择是否赴台参
加颁奖典礼和交流活动。

本届大赛，主办方山东省
作协、齐鲁传媒集团和承办方
生活日报将联合特设一、二、三
等奖，对于集体参赛的学校和
团体单位将择优颁发优秀组织
奖和优秀团体奖。济南市将举
办颁奖典礼，届时将有评审专
家进行专题点评和文学讲座。

作为山东省内规模最大
的权威中小学作文赛事，热爱
写作的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
个机会，快来赛场秀出你的才
华吧！ （本报记者）

鲁鲁台台同同题题作作文文大大赛赛邀邀你你来来PPKK
首届鲁台学生同题作文大赛暨第十二届联合杯两岸青少年作文大赛正式启动

““福福彩彩杯杯””首首届届
齐齐鲁鲁最最美美孝孝心心人人物物出出炉炉

本报济南10月18日讯（记
者 陈玮） 近日，由山东省福
利彩票发行中心、齐鲁晚报主
办的“福彩杯”首届寻找齐鲁最
美孝心人物活动评选阶段结
束，共有15名“孝心人物”获奖。
此外，齐鲁孝心联盟正式成立，
共有数十家爱心企业加入孝心
联盟队伍，孝心人物颁奖仪式
和孝心联盟成立仪式将于本月
21日上午举行。

本次活动由省文明办、省民
政厅、省卫计委、省老龄办、山东
老年大学作为指导单位，历时十

多个月的时间，在全省范围内，
挖掘报道了34位齐鲁孝心人物，
并通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选
出了十位“齐鲁最美孝心人物”
和五位提名奖获得者。

十位“齐鲁最美孝心人物”
是同时照顾六位高龄老人的薛
臣；捐髓救白血病母亲的孩子
肖惠玹；带着瘫痪母亲出嫁的
残疾女周颖；17年照料300多位
老人的社会福利院院长刘文
云；免费为老人修脚六年的足
疗师夏居峰；22年为老人免费
查体的乡医刘汝卫；公益为老
人服务的滨州市福彩志愿服务
队；守护16年、辞职照顾老人的
陈永昌；带着母亲游世界的李
明；以及在大火中奋不顾身救
出老人的高斌。

工作日聚
餐饮酒、酒后
驾驶、与交警
冲突、动用公
车在事故现场
接 人 … … 近
日，在水利部
召开的直属系
统警示教育大
会上，海河水
利委员会下属
引滦工程管理
局发生的一起
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在
工作日中午聚
餐饮酒的典型
案例，引起党
员干部深思：
为何在中央八
项规定出台五
年后，仍然有
这样的事件发
生？

此次作文大赛报名时间自10月18日至11月2日24时，过时
不再接受初赛报名作文，报名在济南头条APP进行，报名前请
先下载济南头条客户端，并用手机号注册，大赛动态请登录济
南头条APP查看专题（后附专题链接二维码）。

11月2日前，参赛学生可下载作文题目及答题纸打印，手写
完成作文后，拍照上传至投稿邮箱即完成初赛报名，投稿邮箱：
shrbzuowen@163 .com。（后附初赛作文题目下载链接二维码）

参赛规则看这里

扫码
下载作
文纸、
看比赛
题目。

扫码
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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