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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通报5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

盐盐业业公公司司滥滥作作为为，，排排挤挤外外地地盐盐
本报泰安6月3日讯(记者 张伟)

为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发挥警示教育作
用，日前，泰安市纪委通报了近期查处的
5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分别
是：

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执法监察
支队五大队大队长许冰“大棚房”整治工
作失职失责问题。2018年8月至11月，在
全省开展的农业大棚私建“大棚房”等问
题专项整治过程中，许冰未实地查看、认
真研判，对政策把握不准，致使满庄镇一
处“大棚房”未作为违法占地问题上报，
造成不良影响。许冰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泰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建设
管理科原副科长武峰对改厕验收工作失
职失责问题。2017年12月、2018年2月，武
峰作为该科具体承办人员，对省庄镇村
镇建设管理办公室虚报的2017年度改厕

完工数据、第三方公司出具的2017年度
泰山区农村户厕质量虚假验收报告未认
真履行审核把关职责，上报数据弄虚作
假，造成不良影响。武峰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

肥城市盐业公司不落实上级盐业改
革政策违规执法问题。2018年11月，该公
司在明知国家已进行盐业体制改革，公
司人员不再具有执法资格的情况下，相
关人员滥作为，仍到肥城某超市进行执
法检查，要求下架外地食盐产品，造成不
良影响。稽查一中队队长赵强负有直接
责任，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分管盐政
稽查的副经理孙玉霞负有主要领导责
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经理刘洪伟负有
重要领导责任，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东平县房管局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主
任郭树常、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副经

理宫传华对经适房申报审核工作失职失
责问题。2012年12月至2014年7月，郭树
常和宫传华在具体从事经济适用房申
报、审核工作中，未认真履行职责，导致
不符合条件的两户居民通过申请并购得
了经济适用房，造成不良影响。郭树常和
宫传华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泰安高新区良庄镇扶贫办原主任姬
鹏对扶贫物资和专项补助款发放监管不
力问题。姬鹏在2014年12月任该镇农办
主任、2017年2月任扶贫办主任期间，对
部分村的扶贫化肥和“过暖冬”补助款发
放监管不力，工作敷衍应付，致使扶贫化
肥被挪用，补助款扩大发放范围，造成不
良影响。姬鹏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通报指出，上述受到通报的党员干
部违纪行为都是发生在保障和改善民生
等重大领域，有的不担当不作为，有的乱

作为滥作为，有的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打
折扣、搞变通，教训深刻，广大党员干部
务必引以为戒。

通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从坚
持政治原则、严明政治纪律的高度，把治
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一项重要的
政治任务和长期任务，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深入开展集中整治，着力解决突出问
题。相关职能部门要落实行业监管责任，
针对本系统本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
综合治理，进一步建章立制、堵塞漏洞，
实现标本兼治。纪检监察机关要立足职
责定位，按照专项治理“三围绕一聚焦五
查处”的部署要求，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坚持零容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以正风
肃纪的良好成效不断增强群众信任感和
满意度。

本报泰安6月3日讯(记者 侯海
燕) 3日，记者从泰安市2019年高考
调度会上获悉，今年泰安市共有

35558人参加夏季高考，高考考生人
数再创新高，在考点安排上，泰安今
年设6个考区，20个考点，1201个考场。

本报泰安6月3日讯(记者 谢玉强)
近日，泰安市民赵先生拨打“6982110”热线
向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反映，他的车子
近日突然被齐鲁交通发展集团列入“灰名
单”，无法驶上高速，其本人工作生活因此
很受影响。

赵先生介绍，他的车辆是一辆8座宝骏
730，因为工作原因，他经常往返于济南市
莱芜区与泰安市岱岳区范镇之间，多的时
候一星期要走10趟以上。

今年“五一”假期过后，赵先生从莱泰
高速范镇入口再次驶上高速时，却被收费
站的工作人员拦下了。“他们说我被列入

‘灰名单’了。”赵先生说。
赵先生这个“灰名单”是怎么回事呢？

据管理济泰高速的齐鲁交通发展集团工作
人员介绍，在高速公路通行时，7坐车收费5
元，8座车收费10元。赵先生曾经按照8座标
准交过10元通行费，就表示认同了这个标
准。2017年之后，赵先生在通行高速时有
190多次按照7座的标准交纳5元通行费，期
间共欠款990元。把赵先生列入‘灰名单’，

就是提醒赵先生补交上之前的欠费。
对于齐鲁交通发展集团的说法，赵先

生并不同意。在他看来，自己每次通行高速
公路时都会服从收费站工作人员的安排交
费，让交10元交10元，让交5元交5元，并不
存在故意逃费的情况。赵先生认为自己没
有责任，补交是不合理的。

“他确实没有责任，但这事就像在银行取
钱一样，你取1万，提款机给了你2万，你就应
该把多的钱交回去，我们高速交费这个事也
差不多。赵先生该交的钱还是要交，而因为收
费员的工作失误，我们也扣除了收费员的奖
金。”齐鲁交通发展集团一位姓田的负责人
说。另外，田姓负责人表示，虽然赵先生被列
入了“灰名单”，但并不影响他正常通行高速。
如果赵先生不能接受处理结果，也可以采取
起诉等其他手段表达自己的诉求。

“我现在根本上不了他们(齐鲁交通发
展集团)负责的高速，现在我走莱芜到范镇
只能走老泰莱路，又堵又慢又不方便，能上
高速？不存在的。”赵先生说。

对于事件进展，记者会继续追踪。

收收费费站站计计价价出出错错，，司司机机““欠欠费费””999900元元
泰安一市民被列入“灰名单”，出行受影响

本报泰安6月3日讯(记者 张伟 张泽文
王坤 通讯员 赵明明 明晶) 5月31日

至6月2日，第十一届大学生科技节——— 第十
二届山东省大学生服装设计大赛暨第二届山
东省大学生模特大赛在山东服装职业学院成
功举行。

全国30多所高校的参赛选手提报了
405个系列作品参加校服设计大赛，有171

个系列的作品入围决赛。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学子刘浩宇的作品

《鲁墨》、张紫薇和卢峰的作品《畅想》获一
等奖，16名学生获二等奖，12名学生获三等
奖。

山东省大学生模特大赛共有55名选手
进入决赛。山东服装职业学院郭雅卓、刘健
获一等奖

第十二届山东省大学生服装设计大赛在泰安举办

5555名名大大学学生生角角逐逐高高校校““名名模模””

泰泰安安公公布布22001199高高考考安安排排
设设2200考考点点共共3355555588人人参参加加

日 期 6月7日 星期五 6月8日 星期六

上 午 语 文 9∶00－11∶30 综 合 9∶00－11∶30

下 午 数 学 15∶00－17∶00 外 语 15∶00－17∶00

高考时间

考区 考点数 考场数 考生数 考点 考场数 考生数

泰山区 5 215 6382

泰安一中 58 1740

泰安二中 54 1578

泰山中学 38 1140

长城中学 36 1054

泰安六中新校区 29 870

岱岳区 3 184 5448

泰安十九中 51 1483

英雄山中学 121 3605

卧虎山小学 12 360

宁阳县 2 161 4729
宁阳一中 84 2493

宁阳四中 77 2236

东平县 2 141 4146
东平明湖中学 83 2406

东平高级中学 58 1740

新泰市 4 273 8126

新泰一中北校 107 3186

新泰一中西区 63 1872

新泰一中东区 55 1628

新泰中学 48 1440

肥城市 4 227 6727

肥城一中 60 1800

肥城三中 45 1323

肥城六中 62 1825

泰西中学 60 1779

合计 20 1201 35558 1201 35558

泰安市2019年高考考区考点考场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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