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今日关注2018年8月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梁旭日 蒋兴坤

总编室传真:(0531)86424205 Email:dbzbs@dzwww.com

山东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作战方案

到2020年“气质”优良率不低于62%

2018年征兵工作已经展开。为加强社会和群众监督，确保廉洁征兵工作落到实处，现向社会公开各级廉洁征兵监督举报电话话、信箱，欢迎社会各界
对征兵工作进行监督。

省廉洁征兵监督举报电话、信箱公开

序 号 单 位 举报电话 举报信箱地址 邮 编

1 山东省军区纪委
0531-51627517
0531-51679161

15315101208 济南市经十路7777号 250009

2 济南警备区纪委
0531-51679491
0531-51679640

15553137201 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104号 250013

3 青岛警备区纪委 0532-51835661 / 青岛市崂山区梅岭西路281号 266000

4 烟台警备区纪委 0535-6639000 18300500836 烟台市芝罘区毓北路26号 264000

5 威海军分区纪委 0631-5246300 / 威海市北山路1号 264200

6 菏泽军分区纪委 0530-5039755 18905407950 菏泽市牡丹区八一街2333号 274000

7 临沂军分区纪委
0539-8136423
0539-8136451

15653968133
15753990022

临沂市兰山区天津路15号 276007

8 潍坊军分区纪委 0536-8696772 15689890625 潍坊市高新区樱前大街12157号 261061

9 德州军分区纪委 0534-8876039 13326278102 德州市经济开发区国防路1号 253076

10 济宁军分区纪委 0537-2937635 / 济宁市环城北路9号 272000

11 淄博军分区纪委 0533-3187262 18615109101 淄博市人民西路6号 255000

12 泰安军分区纪委
0538-8536032
0538-8536022

15053886720 泰安市泰山区财源街2号 271000

13 滨州军分区纪委 0543-3175351 15563032345 滨州市长江二路969号 256603

14 聊城军分区纪委 0635-8375633 13616385486 聊城市东昌东路81号 252000

15 枣庄军分区纪委 0632-3038610 / 枣庄市市中区光明中路21号 277100

16 东营军分区纪委 0546-7575032 18561210233 东营市北二路512号 257000

17 日照军分区纪委 0633-8788541 / 日照市东港区北京北路山海基地 276800

18 莱芜军分区纪委 0634-5870139 13616340866 莱芜市莱城区鹏泉东大街4号 271100

山东省2018年廉洁征兵监督举报电话、信箱统计表

□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济南8月8日讯 根据中央第七巡视组巡视山东省的反馈意

见，省纪委监委在全省部署开展违规配备使用公车、滥发津补贴、
违规公款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专项治理。为发挥警示教育作
用，督促党员干部严守纪律、改进作风，省纪委今天通报5起违规收
送礼品礼金典型问题。

莱芜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王光华违规收受礼金问
题。2014年至2017年，王光华在任职的年节期间和日常工作中违规
收受他人所送礼金共计4 . 5万元。2018年6月，王光华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阳信县农业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兼县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赵成军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品问题。2016年
至2017年，滨州市某建材有限公司与阳信县商店镇签订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农田防护林施工作业合同，阳信县农业开发办公室负
责该项目的监督管理、检查验收以及资金审批。2018年2月，赵
成军违规收受该公司法人代表所送价值1700元的五粮液白酒和贝
瓷餐具。2018年5月，赵成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规所得
予以收缴。

单县终兴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时雷鸣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
品礼金问题。2013年至2018年春节，时雷鸣利用分管招商引资等工
作的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辖区企业和个人洋河大曲白酒1箱、香烟4
条、购物卡4800元。2018年6月，时雷鸣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
纪所得予以收缴。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季家街道安全生产办公室主任赵铁林违
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购物卡问题。2018年2月，赵铁林违规收受烟台
经济技术开发区某特勤工程机械管理服务中心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购
物卡1000元。2018年7月，赵铁林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
收缴。

泗水县公安局特警大队二中队指导员潘海涛违规收受下属人员
礼品问题。2018年2月，潘海涛违规收受该特警大队执勤中队值班长
所送价值300元的1箱泸州窖藏酒和10斤花生油。2018年5月，潘海涛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通报指出，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看似“小事”，实则危害巨
大。上述5起典型问题，有的多次收受购物卡或现金达数万元，有的
虽然仅收受土特产品，价值仅数百元，但“针尖大的窟窿透过斗大
的风”，不管数额大小，均违反廉洁纪律，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损
害亲清政商关系，败坏党风政风。如果任其发展，则会破坏一方政
治生态，污染社会风气，严重侵蚀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执政的政
治根基。

通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按照省纪委监委部署要求，以8
月底前为时间节点，抓紧开展违规配备使用公车、滥发津补贴、违
规公款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专项治理，深入自查自纠，及时发
现问题，确保整改到位；要强化日常教育管理监督，抓早抓小、动
辄则咎，督促党员干部严格遵守纪律，采取有力措施防治违规收送
礼品礼金、购物卡、消费卡等“四风”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继续保持对“四风”问题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对违规违纪行为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决不纵容。广
大党员干部要从通报的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自觉净化思想，
严守公私界限，分清人情与法纪边界，不触底线，不碰红线，自觉
改进作风，树立良好形象。

省纪委通报5起违规收送

礼品礼金典型问题

□记者 张依盟 通讯员 李明 报道
本报济南8月8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检察院获悉，近日，山东检

察机关依法对安徽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周春雨涉嫌受贿、隐瞒境外
存款、滥用职权、内幕交易案，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原党组成员、总
经理蔡希有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安徽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周春雨涉嫌受贿、隐瞒境外存款、
滥用职权、内幕交易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山东省人民
检察院、青岛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后移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

近日，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周春雨利用其担任安徽省委办公厅秘
书、省财政厅副厅长、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市长、蚌埠市人民政府市
长、中共蚌埠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违反国家规定，对境外存款隐瞒不
报，数额较大；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作
为相关股票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内幕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该股
票，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隐瞒境外存款罪、滥用职
权罪、内幕交易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原党组成员、总经理蔡希有涉嫌受贿一案，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泰安
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近日，泰安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蔡希有利用担任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石化销售公司副经理、中国国际石油化工
联合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中
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党组成员、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
总裁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
利益，非法索取、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对以上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分别依法告知了被告人享
有的诉讼权利，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依法保障了
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

山东检察机关

对2名省部级官员提起公诉

□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济南8月8日讯 今天，记者从山东省纪委监委网站获悉，山

东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张建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
前正接受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张建华，男，1954年7月生，汉族，山东烟台人，中央党校在
职研究生学历，1970年12月参加工作，197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任烟台市芝罘区委副书记，烟台市委副秘书长，烟台市委
常委、秘书长等职。2001年1月任烟台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
2003年2月任烟台市委副书记、副市长，2006年9月任东营市委副
书记、代市长，2007年1月任东营市委副书记、市长，2011年1月
任山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2011年4月任山东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
记，2013年2月任山东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8
年2月退休。

山东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原副主任委员张建华接受审查调查

□记者 周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政府印发《山

东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作战方案暨2013—
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三期行动计划
（2018—2020年）》，提出经过3年努
力，大幅减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协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进一步明显降低
PM2 . 5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天数，明
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
天幸福感。

方案提出的具体目标是：到2020年，
全省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比
2015年下降27%以上，全省PM2 . 5年均浓
度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改善目标，力争比
2015年改善35%，臭氧浓度逐年上升趋势
得到明显遏制；新增2个或以上设区的市
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省空气质
量优良率不低于62%，重度及以上污染天
数比率比2015年减少50%以上；设区的市
PM2 . 5年均浓度力争消除大于60微克/立
方米高值。7个传输通道城市空气质量各
项指标力争达到国家要求。

产业结构方面，山东将加大7个传输
通道城市独立焦化企业淘汰力度，全省实
施“以钢定焦”。环境空气质量未达标的
市必须以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不增为刚性约
束，加快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
或关闭退出，7个传输通道城市禁止新建
化工园区。

能源消费结构方面，到2020年，全省
煤炭消费总量比2015年下降10%。2020年
年底前，7个传输通道城市30万千瓦及以
上热电联产电厂15公里供热半径范围内的
燃煤锅炉和落后燃煤小热电厂全部关停整
合。到2020年，全省17个市完成省清洁取
暖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运输结构方面，我省将构建“四横六
纵”的快速铁路网络，加快济青高铁、青
连高铁、鲁南高铁、济莱高铁等项目建
设，开工建设雄商高铁、京沪高铁第二通
道、潍莱高铁、郑济高铁、济滨高铁、滨
东高铁等项目。

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方案提
出，自2020年1月1日起，全省全面执行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第四时段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到2020年，工业污染源全面执行国家和省
大气污染物相应时段排放标准要求。将烟
气在线监测数据作为执法依据，加大超标
处罚和联合惩戒力度，未达标排放的企业
一律依法停产整治。

提高移动源污染防治水平。2019年7
月1日起，全省实施机动车国六排放标
准，7个传输通道城市提前实施。加速淘
汰高排放、老旧柴油货车，2018年年底前
全部淘汰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车辆
（含未登记排放达标信息车辆和“黄改
绿”车辆）。

加强面源污染综合防治。2018年年底
前，各市建立施工工地扬尘管控清单。提
高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和洒水比例，2020
年年底前，各市城市建成区达到70%以
上，县城达到60%以上，7个传输通道城
市要显著提高。到2020年，全省大中型绿
色矿山比例力争达到80%。

应对重污染天气方面，2019年年底
前，省级空气质量预报实现以城市为单位
的7天预报能力。开展空气质量中长期趋
势预测工作。提高各级别应急预案污染物
减排比例，黄色、橙色、红色级别减排比
例原则上不低于10%、20%、30%。

□记者 周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政府印发《山

东省打好自然保护区等突出生态问题整治
攻坚战作战方案（2018-2020年）》，提
出今后工作的主要目标：自然保护区达到
规范化建设水平，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整
治；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勘界定标工作全
面完成；生态保护与修复取得显著成效。

根据方案，我省将开展“绿盾2017”
专项行动“回头看”，对照“绿盾2017”
专项行动确定的问题清单台账，逐一检查
核实问题的整改进展、整改成效、销号情
况和追责问责情况。2020年年底前，45个
省级及以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
违法开展的能源设施（水电、风电、光伏
发电等）、房地产、旅游开发等活动，立
即予以关停或关闭，限期拆除，并实施生
态恢复。

严格执行整改验收销号，2018年年底

前，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80%以上的
突出问题完成整改并开展验收销号。2019
年年底前，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90%
以上的突出问题完成整改并开展验收销
号。其中，2019年年底前，与保护区重叠
的矿业权退出50％以上；2020年年底前，
完成退出任务。

自然保护区工作监督检查将进一步加
强，2019年，对省级自然保护区实施遥感
监测试点，逐步涵盖市级、县级自然保护
区，建立健全天空地一体化监控平台和信
息共享机制，实现精准监控。

方案提出，实施受损生态环境修复治
理。2020年年底前，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率达到60%，“三区两线”可视范
围内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达到
80%。持续推进采煤塌陷地治理，2018
年，启动章丘、滕州、邹城、肥城、郓
城、齐河等县（市、区）塌陷地治理项

目。2020年年底前，采煤塌陷地治理率达
到80%。积极推动农村小流域综合整治建
设，构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2018-
2020年，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3780
平方公里。

国土绿化工程建设方面，2018-2020
年，完成新增、更新和低效林提升改造
360万亩。开展山东省森林城市、森林乡
镇、森林村居创建活动，启动山东森林城
市群建设，2020年年底前，森林覆盖率达
到20%。推进济南黄河湿地生态保育区建
设、南水北调沿线和小清河沿岸湿地恢
复、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恢复、滨海湿地
保护修复、采煤塌陷湿地治理、人工湿地
水质净化工程六大湿地修复工程，抢救性
保护重要湿地992万亩，恢复湿地536万
亩，2020年年底前，全省湿地受保护率提
高到70%以上。

我省将开展突出生态问题整治攻坚
2020年底前，采煤塌陷地治理率要达80%

□记者 周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政府印发《山

东省打好危险废物治理攻坚战作战方案
（2018-2020年）》，提出到2020年，全
省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危险废物收集、贮
存、运输、利用和处置体系，危险废物处
置设施布局趋于合理，处置能力与危险废
物产生种类和数量基本匹配，力争各级、
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全部纳入集中
处置，基本实现全省危险废物的安全处

置。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环境监管
能力明显提升，2018年、2019年、2020年
全省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分别
不低于85%、87%、90%。

方案提出，加快危险废物利用处置，
到2019年年底，基本消除危险废物贮存环
境风险。推进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
2020年年底前，各市至少建成一处综合性
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加强医疗废物集中处
置能力建设，2018年年底前，各市通过新

建、改建、扩建等方式，形成覆盖城乡、
满足需求、持续稳定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能力。完善医疗废物收集处置体系，到
2020年，力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医
疗废物全部纳入集中处置。2020年年底
前，健全完善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实
现危险废物申报登记、管理计划和应急预
案备案、转移联单、经营单位经营记录、
日常管理等信息化管理。

我省提出打好危险废物治理攻坚战

2020年底前各市至少建成一处危险废物处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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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及各市PM2 . 5均值改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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