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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
省懒政怠政为官不为问责年活
动，深化我市“四个不为”专项治
理成效，推动干部作风好转，营造
干事创业氛围，全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已查
办“四个不为”案件479起。昨日，
市纪委现通报七起懒政怠政“四
个不为”典型问题。

一、联通民权县分公司及民
权县老颜集乡党委、政府精准扶
贫工作不力问题。2016年5月31
日，第三方评估发现，联通民权县
分公司在老颜集乡唐庄村扶贫工
作中，扶贫档案资料版面制度不
全，贫困户识别标准及程序宣传
不到位，帮扶手册及明白卡不到
户，帮扶措施不力。该公司办公
室副主任李军作为驻唐庄村第一
书记，长期不驻村、不帮扶、不入
户调查，严重失职；总经理马国忠
作为帮扶第一责任人，工作失职；
老颜集乡党委书记赵欣、乡长孔
令强、唐庄管区书记杨玉玺履职
不到位，包村干部翟传超、唐庄村
委负责人唐兴福精准扶贫工作不
力。6月 7日，民权县纪委监察局
分别给予李军党内严重警告、杨
玉玺党内警告、翟传超行政记大
过处分，给予马国忠、赵欣、孔令
强诫勉谈话处理，责令唐兴福写
出深刻检查。

二、梁园区政府党组成员韩
守业等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不力
问题。

2016年 7月，市区平原路与
310国道交叉口附近路段及凯旋
路与 310国道交叉口西北角的田
庄拆迁工地扬尘污染严重问题被
媒体多次曝光。梁园区政府及相
关部门虽进行了整改，但由于重
视不够、要求不严、督查不力，上
述路段和区域扬尘污染问题依然
存在，给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造成不良影响。8月 24日，市纪
委监察局给予梁园区政府分管环
保工作的党组成员韩守业行政记
过处分，给予建设街道办事处党
工委书记时维良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给予建设街道办事处主持工
作的副主任胡小勇、梁园区公路
局局长曹红伟、市环保局梁园分
局局长陈明行政记大过处分，给
予市环保局副局长苗利、市住建
局副局长何成武诫勉谈话处理。

三、睢县环保局、发改委、供
电公司、质监局、水利局等5部门
对违法生产监管不力问题。2012
年6月以来，睢县恒升冷轧钢有限
公司私自安装 4台国家明令淘汰
的中频热轧感应电炉进行违法生
产，县环保局、发改委、供电公司、
质监局、水利局执法不严、措施不
力、监管失职，河集乡政府属地监
管不到位，致使几年来该企业长
期违法生产，造成了不良社会影
响。2016年 7月 26日，睢县纪委
监察局分别给予县环境监察大队
队长刘玉振、县发改委副主任王
守书、科员蒋举斌、县质监局稽查
队副队长胡连生行政记过处分，
给予县环保局长陈宏杰、县发改
委主任闫玉敏、县质监局稽查队
长韩传永、县水利局监察大队队
员王涛、河集乡乡长徐照华党内
警告处分，给予县质监局长李长
宏诫勉谈话处理；县环保局给予
环境监察大队网格化管理员单全
伟记过处分，县供电公司给予恒
升 110千伏变电站站长袁汝涛记

过处分。
四、宁陵县公用事业发展管

理中心、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
理局对道路工程建设监管不力问
题。宁陵县新吾南路升级改造工
程未按照合同要求进行施工，导
致工程出现质量问题。宁陵县公
用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王汉军作
为业主方负责人，负有直接责任；
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质
量监督站副站长庄伟丽，负有监
管责任。2016年 8月 24日，宁陵
县纪委监察局给予王汉军行政警
告处分，给予庄伟丽党内警告处
分。

五、柘城县住建局、综合执法
局、国土局对违法建筑查处不力
问题。2013年 12月，开发商李某
在没有办理建筑施工许可证和规
划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违法建
房，被多次举报。县住建局时任
稽查大队队长闫落、一中队队长
邵震、县综合执法局时任规划监
察大队一中队队长白冰剑、县国
土局监察大队三中队队长李会典
执法查处不力，导致该违法建筑
最终建成；2015年 1月，县住建局
分管副局长张宏峰工作严重失
职，致使举报人多次上访，造成社
会不良影响。2016年 5月 26日，
柘城县纪委监察局分别给予张宏
峰党内严重警告、白冰剑党内警
告处分，给予邵震警告处分，给予
闫落、李会典诫勉谈话处理。

六、虞城县交通运输局运管
所对违规经营的客运车辆监督执
法不到位问题。2016 年春运期
间 ，豫 ND7291、豫 N20559、豫
NA8027等8辆无包车手续的客运
车辆在虞城县境内违规经营运
输，扰乱客运市场秩序，造成社会
不良影响。县运管所运政大队大
队长梁政、中队长武浩监督执法
失职，分管副所长洪继洲管理不
到位。4月 29日，虞城县交通运
输局给予武浩行政记过处分，给
予梁政、洪继洲行政警告处分。

七、夏邑县公安局预审大队
队长崔嘉兵、副队长王思山工作
失职问题。2012年 4月，县公安
局预审大队在侦办一起涉嫌合同
诈骗案件时，对孙某采取了监视
居住强制措施。监视居住期满
后，预审大队没按规定解除或变
更强制措施，致使对孙某的监视
居住长达4年之久。崔嘉兵、王思
山工作失职，2016年6月22日，夏
邑县纪委分别给予崔嘉兵、王思
山党内警告处分。

坚决查处、严厉问责“四个不
为”问题，体现了各级党委（党组）
全面从严治党、加强作风建设的
坚定决心，彰显了失职必究、执纪
必严的鲜明态度。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此为鉴，时刻
紧绷作风纪律这根弦，即知即改，
立根固本，务必用廉政勤政的作
风、履职尽责的实效取信于民。
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做到真抓
真管真担当，促使党员干部忠于
职守、敢于担当，愿为有为、奋发
作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聚焦
主业主责，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以
暗访促监督，以追责促履职，通过
严格查处问责“四个不为”，倒逼
责任落实；要持续加大典型问题
通报曝光力度，传递正风肃纪正
能量，推动党风政风根本好转。

晚报记者 吴文昊

市纪委通报七起懒政怠政
“四个不为”典型问题

本报讯 昨日一早，随着施
工现场的铁门打开，陆续有汽车
驶上归德路上跨立交桥——归
德路上跨立交桥正式通车！

昨日上午，记者驾车从归德
南路与团结路交叉口向北，驶上
了归德路上跨立交桥。在规定
的限速范围内，只用了一分半
钟，就从道南抵达了道北。目
前，归德路上跨立交桥的北出
口，只开放了一处，位于红旗路
与归德路、青岛路交叉口处。汽
车从道北驶下立交桥后，可以沿
着红旗路一路向西，到达凯旋路
或其他道路。也可以沿着青岛
路向北，抵达建设路与 310国道
环岛附近。可以说，归德路上跨
立交桥的开通，不但给市民驾车
增添了往返于道南和道北的途
径，从道南前往人民公园、310环
岛及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也更加方便和快捷。

“虽然归德路上跨立交桥今
天正式开通，但我们在这里值班
两三个月了。”在归德路上跨立
交桥处值班的梁园区运管局工

作人员陈永民说，虽然通知是 9
月 25日下午 6时开通，但上午 9
时许将封闭的大门打开后，就不
断有汽车来到归德路上跨立交
桥，“与凯旋路上跨立交桥相比，
归德路的车流量小了很多”。

在归德路上跨立交桥南北
两侧，记者均看到不时有电动车
企图驶入，但均被值班的工作人
员劝阻，离去。

家住在道南的市民赵磊，听
说归德路上跨立交桥开通的消
息后，特意开着车带着一家人前
来感受。他对记者说，归德路上
跨立交桥开通，将给往来于道南
和道北的市民提供很大的方
便。“我都两三年没去过道北了，
就是因为交通不方便，担心堵
塞。今天到立交桥上跑一下，感
受到很快就可以到达道北了，以
后也就可以没事带家人去道北
逛逛、玩玩了。”

“我刚才开车将儿子和儿媳
送到高铁站，已经走过了凯旋路
立交桥，回道南的时候再特意感
受一下归德路立交桥。”看着畅

通无阻的归德路上跨立交桥，今
年 60岁的阎金廷感触颇深，他
说从两座上跨立交桥和高铁站
可以感受到商丘市的飞速发展，
也看到城市风光越来越漂亮，由
衷地为之高兴。

据悉，商丘高铁站房二楼落
客平台建设完成，归德路上跨立
交桥主体完工，具备通车条件，9
月25日下午6时起，归德路上跨
立交桥南北双向全天 24小时通
行，车辆禁止进入站房区域。凯
旋路上跨立交桥、站房二楼落客
平台、归德路上跨立交桥实行按
序西进东出单向通行方式。高
铁北广场西人民路匝道、站房二
楼落客平台、高铁北广场东前进
街匝道实行按序西进东出单向
通行方式。出租车未载客情况
下，不允许进入站房二楼落客平
台。通车期间，凯旋路、归德路
上跨立交桥上车辆行驶限速 60
公里/小时；大型汽车、摩托车、
非机动车和行人全天禁止进入；
立交桥全段禁止机动车停放。

晚报首席记者 鲁超

归德路上跨立交桥昨日正式通车

昨日，归德路立交桥通车，但是车辆并不多 晚报首席记者 魏文慧 摄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水务
集团获悉，因供水管道施工需要，
今日将关闭民主路与凯旋路中心
广场东侧的一处直径 500毫米供
水阀门和神火大道与民主路交叉
口一处直径 300 毫米的供水阀
门。受此影响，团结路以北、睢阳
大道以西、中心广场以东、陇海铁
路以南的区域内，水压大幅度降
低，高层楼房可能会出现停水。

据市水务集团客服中心主任
杨振营介绍，因自来水主管道施
工需要，民主路与凯旋路中心广

场东侧的一处直径 500毫米供水
阀门和神火大道与民主路交叉口
一处直径 300毫米的供水阀门将
于 9月 26日上午 9时关闭，至晚
上 10时开启。在此期间，团结路
以北、睢阳大道以西、中心广场以
东、陇海铁路以南的区域内，将出
现水压大幅度降低，高层楼房可
能会出现停水。居住在该区域内
的 3楼及以上用户，可以提前储
水备用。在此区域以外的范围，
其水压并不受影响。

晚报首席记者 鲁超

大范围内水压降低，请快储水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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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尽管已进入秋分时
节，未来两天我市的天气舞台并
不平静，风呀、雨呀一起到来。
这样也好，把早几天的燥热都赶
跑，剩下的只有凉爽了。

近期，我市天气晴朗，蓝天
白云，微风习习。但是，我市仍
未进入秋天。市气象台台长康
邵钧说，气象学上划分季节有个
简单的标准，即连续 5天平均气

温在10℃至22℃为秋季，根据这
个标准，我市早段时间的天气并
没有进入真正秋天的行列。

虽然我市还没真正意义地
入秋，但早晚天气已有凉意，白
天的气温也没有盛夏那么高了，
天气稍显干燥，昼夜温差大，已
经能隐隐约约感觉到秋天的气
息。未来两天，随着风雨的到
来，我市恐怕真的要入秋了。

据市气象台昨天的预报，今
天，我市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
有中雨；风力不大；气温在 19℃
至 25℃。明天，阴天有中雨；气
温在14℃至24℃。后天，雨水停
止转多云；气温在14℃至23℃。

俗 话 说“ 一 场 秋 雨 一 场
寒”。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市气
温会一步步降低，大家要及时增
添衣物。晚报记者 刘春正

今天我市有雨，气温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