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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蓓
本报通讯员 范 华

潍坊市纪委紧盯涉黑涉恶、扶贫领域和群
众身边腐败问题，聚焦监督执纪问责，积极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以正风肃纪反腐
新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既查涉黑涉恶也查保护伞

“潍城区望留街道嵇家村原党支部书记兼
村主任嵇克亮，因琐事纠纷，纠集并伙同社会
霸痞人员，将潘某、孙某夫妇及其外孙女强行
非法拘禁。嵇克亮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被判处
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春节前夕，
潍坊市纪委以2018年1号通报，曝光3起党员干
部涉黑涉恶典型问题，在全市释放了扫黑除恶
的强力信号。

发出通报当天，潍坊市纪委十二届三次全
会召开。潍坊市委书记刘曙光在会上强调，这
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扫’而不是
‘打’，是‘斗争’而不是‘行动’，要坚决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
面的保护伞，依法查办、毫不含糊，以反腐败
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涉黑涉恶的党员干部、涉黑组织背后的保

护伞，严重破坏党和政府形象、损害党群干群
关系，是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利剑所指。
潍坊市纪委监委迅速行动起来，对内，明确党
风政风监督室牵头抓总，各执纪监督室、审查
调查室各负其责、合力行动；对外，加强与
公、检、法机关的协调配合，深挖细查黑恶势
力背后的腐败行为。

峡山区王家庄街道解戈村党支部原书记兼
村主任张廷贵，就是被查处的保护伞之一。该村
被社会霸痞人员无证挖砂7000多立方米，给村
集体造成严重损失。市、区两级纪委迅速出手，
查清了张廷贵同意并纵容非法采砂问题，给予
其开除党籍处分，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谁动了用于扶贫的“奶酪”

走入15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与贫困户
促膝座谈；深入16个扶贫项目现场，检查收益
分配；召开座谈会，详细调查扶贫识别、扶贫
作风情况……潍坊市纪委常委的身影活跃在一
线，用“脚底板”丈量脱贫攻坚实情。

围绕贯彻中央纪委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部署，全市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开足马力，连续召开调度会，明确“施工
图”和“时间表”；公开市、县、镇三级举报
电话，充分发挥“朝阳群众”力量；多轮次、
高密度开展明察暗访，主动发现问题线索；充

分发挥市县党委巡察机构作用，对脱贫攻坚任
务比较重的镇街、村居实现巡察全覆盖；聘请
第三方机构通过入户访问和电话调查，问询贫
困群众满意度……

高压态势之下，一批向扶贫资金财物“动
奶酪”的行为浮出水面：峡山区太保庄街道清泉
屯村两委，挪用省财政苗木种植专项扶贫资金
11 . 2万元存入个人账户，并用于扶贫开发项目
外的村务支出，街道办事处原主任刘昌宝、区农
林水利局原副局长王仲峰、村党支部原书记陈
清海等9人被追究责任……仅今年1至2月，潍坊
市就查处扶贫领域问题29起，处理32人，处分29
人，通报曝光典型问题5批14起。

与此同时，对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贫
困户退出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潍坊市县纪委同样严惩不贷。临朐县九山
镇扶贫办工作人员倪文东，在对贫困户精准再
识别过程中，不按规定核实，致使部分户在家
庭人均收入超过省定贫困标准线的情况下，仍
继续被纳入扶贫对象。倪文东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为自己的“为官不为”付出了代价。

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

“对受理的信访举报件进行‘回头看’，
对结而不服的信访件实现息诉罢访144件，妥
善化解可能引发越级上访的信访件257件。”

这是该市开展“基层信访问题集中化解活动”
交出的成绩单，生动诠释了立党为公、执纪为
民的理念。

群众有难题，纪委有回音。潍坊市纪委持
续组织市、县两级纪检监察干部走出机关，到
镇街去，到村居、社区去，到群众中去，变
“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点对点、面对
面了解实情、化解难题。

青州市高柳镇北段村群众因土地合同纠纷
问题，近年来不断上访，虽然青州市纪委对2
名村干部给予党纪处分，但群众仍未息诉罢
访。症结在哪里？潍坊市、青州市纪委组成联
合工作组深入这个村，与群众谈心唠嗑，摸透
了实情，找准了问题，并组织推选了新一届村
“两委”班子，督促他们加强村务公开，接受
群众监督。群众气顺了、心齐了，村里呈现出
和谐稳定的新局面。

在走村入户过程中，对发现的基层“微腐
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毫不留情。诸城市皇
华镇党委原委员、副镇长张海滨贪污五保供养
资金、冬春受灾群众救助款，群众反映强烈。
市县两级纪委闻讯而动，查清了其贪污救助款
10万余元的事实，给予其“双开”处分，并移
送司法机关。

今年前两个月，潍坊市共查处群众身边腐
败问题123起，处理164人，其中党政纪处分151
人，群众满意度持续刷新。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郑颖雪

一年一度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
际，潍坊市工商局、潍坊市消费者协会从2017
年度全市受理处置的投诉举报中选出部分典型
案例予以公布，为全市广大消费者依法维权提
供借鉴。

销售假冒商品被罚

2017年10月17日，昌乐县市场监管局接到
举报，该县某商城销售假冒耐克和阿迪达斯服
装鞋帽，要求查处。

经查，从2016年6月起，该商城从福建某
批发市场购进带有耐克和阿迪达斯商标及图样
标识的服装、鞋帽及背包进行销售。经鉴
定，系假冒耐克及阿迪达斯注册商标产品。
根据《商标法》相关规定，昌乐县市场监管
局依法做出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查扣
假冒商品，并处罚款40000元的行政处罚决
定。

虚假宣传被依法查处

2017年4月21日，潍坊经济开发区市场监
管局接到举报，该区某家电厨卫城以某知名品
牌名义，售卖其它品牌油烟机，存在欺诈行
为，要求查处。

经查，该家电厨卫城销售其它品牌厨卫用
品时，突出使用某知名品牌字样，以引人误解
宣传达成其售卖目的，消费者举报属实。依据
《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经济开发区市
场监管局依法作出责令立即停止虚假宣传，并
处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车辆意外自燃 多方有责

2017年10月，寒亭区市场监管局接到消费者

投诉，其汽车启动时发生自燃，经鉴定系线路
过电流故障所致，4S店以超出质保期为由不予免
费维修，保险公司以未入自燃险为由拒绝赔付。

经查，车辆一直且自燃前刚刚在4S店做过
保养，4S店未能排查出事故隐患，负有一定责
任；因线路故障导致自燃存在事故成分，应属
于车损理赔范围，保险公司不应以未入自燃险
完全规避赔付责任；车主是在该4S店入的保
险，该保险公司与4S店存有一定的利益关系。
经调解，4S店与保险公司承担维修费用9万
元，消费者承担1万元。

被洗脑狂购保健品维权成功

2017年2月23日，赵女士到市消协投诉，
因听信会议营销宣传，在经济区某综合经营部
购买了大量“虫草口服液”保健品，标称“能
治百病”，但服用后没有效果还产生身体不
适，请求维权。

经查，消费者反映情况属实，该综合经营
部涉嫌洗脑营销、虚假宣传。市消协通过3·15
主题晚会对其进行了曝光，并移交相关行政主
管部门立案查处，市食药监局以经营标签不符
合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
（二）项之规定，对该经销公司予以行政处
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共计157750元，同
时，为赵女士退回货款。

霸王条款无效被叫停

2017年5月，李女士在滨海区某美容店购
买了价值5000元的消费卡。消费期间，李女士
怀孕，出于安全考虑，提出退卡，却被告知卡
上已注明“本卡一经售出，不能退卡”，遂投
诉到滨海区消协。

经调查，李女士反映情况属实。根据《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
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
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

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经调
解，李女士办理了退卡。

酒店就餐钱包被盗获赔偿

2017年3月31日，王先生在滨海区某酒店
就餐时钱包被盗，身份证、银行卡及2300元左
右现金丢失。因酒店餐厅未安装监控设施，无
法提供破案线索，王先生要求酒店承担其损失
未果，遂于4月2日投诉到滨海区消协。

经调查，王先生反映情况属实。根据《山
东省消保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
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消费者人
身、财产安全的强制性标准；消费者在经营者
提供的消费场所遇到危险或者受到不法侵害
时，经营者应当给予及时、必要的救助。经调
解，该酒店承诺加强安全措施，并赔偿王先生
损失2300元。

水泥质量有问题 商家厂家共赔

2017年2月，牛先生从青州市某水泥经销
商处购买了13吨水泥，用于新房抹墙。施工结
束不久，新房墙面就出现掉皮现象。牛先生要
求经销商赔偿其损失，经销商却将责任全部推
给厂家。牛先生无奈下投诉到青州市消协。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
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
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消费者
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
害的，可以要求销售者赔偿，也可要求生产者
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可以
向生产者进行追偿。因生产者和经销商都有一
定责任，经调解，经销商和厂家共同赔偿牛先
生损失2万元。

订制家具质量差 全额退款

2017年4月2日，孙女士在某家居商场专柜
订制阳台橱柜２套、整体浴室１套，全额付款
3 . 4万元。一周后，其中一套橱柜到货安装，
孙女士发现多处裂纹，质疑该产品质量，要求
退货。商场同意退货已安装橱柜并补偿3000
元，拒绝其他退货要求。孙女士于4月17日投
诉到市消协。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
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
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
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
经调解，孙女士办理全额退货。

合同条款欠规范 定金返还

2017年8月3日，刘先生到市消协投诉，称
其于2017年2月25日与市某开发商售楼处签订
订购协议，订购该楼盘住房一套，并交纳定金
22000元，双方约定交1万抵3万、总价打98折。
但真正交款时，售楼处只给99折优惠，不承认
98折优惠承诺。刘先生认为售楼处涉嫌欺诈，
要求解除协议、退还定金。

经调查，双方签订的是格式空白合同，没
有价格、折扣约定等内容，属于无效合同。经
调解，双方解除合同，售楼处退还定金。

违反装修合同 返还定金

2017年8月31日，陈女士到市消协投诉，
反映某装饰公司违反装修合同，随意更换设计
师，不履行促销承诺，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定
金。

经调查，陈女士反映情况属实。该公司全
由一流设计师设计装修的促销宣称与实际不
符，存在误导消费者行为。根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
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
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宣传。经调解，该装饰公司承认错误，当
场退还定金20000元。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日前，潍坊市出台《潍坊市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选拔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就高层次创新型中青年领军人才选拔工作
进行进一步规范。

“潍坊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是潍坊市政
府设立的专业技术人才专项荣誉，主要在全市企业
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开展选拔。选拔对象
为长期在潍坊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领
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各行业专业技术岗位上工
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业技术人才。与以往相比，《办法》呈现四大特点：提
高选拔质量，坚持好中选优，每年选拔50名，年龄
不超过45周岁；增加选拔频次，由原来的每两年选
拔一次增加为每年选拔一次；加大表彰力度，补助
标准由每人每月60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2000元；突
出工作实绩，以个人近5年的工作实绩和教学科研
成果为主要依据，兼顾长期贡献。围绕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办法》还专门规定：对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加快“四个
城市”建设等重大工程、重要产业(行业)、重点项
目急需紧缺的人才，可拿出部分名额组织专门选
拔，数量一般不超过该年度选拔总数的20%。

广告

潍坊市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

谁敢动不该动的“奶酪”
今年前两个月，共查处群众身边腐败问题123起，处理164人，其中党政纪处分151人，群众满意度持续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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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出台有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选拔

管理办法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3月6日，由青岛市公安局技术

处、烟台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等单位人员
组成的省公安厅评审专家组，对奎文公安分局刑事
科学技术室进行了全省公安机关刑事技术机构资质
认定现场评审。

专家组就技术室装备运行情况、人员配置情况
等逐一落实，对前期准备的各种技术人员档案、技
术管理档案、作业指导书等材料进行详细评审。经
过两天的实地检查验收，评审专家组对技术室建设
及运行情况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该技术室完全具备
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的能力，当
场宣布奎文公安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通过山东省公
安机关刑事技术机构资质认定，取得了山东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
书》。这是潍坊城区公安机关第一家获得该资质的
刑事科学技术室。

通过资质认定后，奎文公安分局刑事科学技术
室除可以接受公安系统内部委托的鉴定外，还可以
对外接受法院、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
机关、军队保卫部门和监察、海关、工商、税务、
审计、卫生计生等行政执法机关，金融机构保卫部
门，以及其他党委、政府职能部门委托，进行法
医、痕迹、声像等方面的鉴定，出具的检验检测报
告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法律效力。

奎文公安资质鉴定

全国有效

□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王璇 报道
本报潍坊讯 3月8日，潍坊电网新能源日发电

量突破去年新高2831 . 79万千瓦时，达到3162 . 8万千
瓦时，新能源日发电量占当日省调度用电量的
23 . 35%。其中，风电日发电量突破去年新高2500万
千瓦时，达到2738 . 94万千瓦时，风电日发电量创
历史新高。

近年来，受国家对新能源发电优惠政策影响，
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发展迅猛，为最大限
度接纳新能源并网发电，国网潍坊供电公司多措并
举保障潍坊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加强新能源发电机
理特性研究，积极应对新能源广泛接入对电网造成
的影响，超前考虑调控策略和电网安全，积极为新
能源并网、消纳创造条件。截至目前，潍坊电网已
并网风电场19座，装机容量达1752 . 25兆瓦，容量居
全省第二位；并网集中式光伏电站31家，并网容量
1005兆瓦，容量居全省第一位；并网分布式光伏发
电1 . 8万余家，并网容量约900兆瓦，容量居全省第
一位。

潍坊电网

新能源日发电量

3162 . 8万千瓦时

□记 者 郑颖雪
通讯员 张 军 报道

本报潍坊讯 3月13日，第十二届山东农业机
械博览会在潍坊金宝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
会为期3天，有雷沃阿波斯、潍柴动力、一拖集团
等360多家知名农机生产及配套企业参加，1000多
家农机经销企业应邀到会观摩洽谈，参会观众达2
万多人次。

参展机械涵盖动力机械、精量播种机械、收获
机械、高效植保机械、设施农业机械、经济作物机
械、水肥一体化机械、林果机械等十几个类别6000
多台机具。博览会特设农机科技创新成果展区、航
空植保无人机展区、水肥一体化展区和粮食烘干机
械展区，通过现场展示、展板、作业视频等形式，
充分展示了全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两全、
两高”农业机械化所急需的机械装备。博览会同期
举办了“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授牌
仪式，我省诸城市等13个获此荣誉的县（市、区）
农机局局长参加了授牌仪式。

山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始办于2006年，经过多年
的持续打造，已成为江北最具影响力的农机行业
展会之一。农机装备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支
撑，第十二届山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必将为我省新
旧动能转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第十二届山东农业机械

博览会在潍坊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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