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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8时许，夜色正浓，一辆公
车停放在海沧区的一家羽毛球馆门
口，很是醒目。不一会儿，一名男子
走出羽毛球馆，正当他掏出车钥匙
时，检查人员立即上前……这一幕,
是市纪委、监察局10日晚组织检查
公车私用情况的一个场景。10日、
11日，由市纪委常委、市监察局副局
长、市纠风办副主任苏培雄带队，市
机关事务管理局、市公安局和市民
评代表组成六路检查小组，连续两
晚对岛内外公车私用情况进行了检
查。

为确保两节期间我市各党政机
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能严格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条例》等，市委主要领导多次
作出重要批示，市委办公厅、市政府
办公厅专门下发了通知，市纪委、市
监察局也于元旦前下发了《关于
2014 年元旦春节期间加强监督执
纪问责确保务实节俭过节的通知》，
并牵头组织对公车私用、公款吃喝
等问题展开监督检查，市纠风办也
不间断地组织市民评代表进行明察
暗访。检查结果表明，尽管市里三
令五申，处理并曝光了一些典型问
题，但是，仍有个别单位和少数党员
干部顶风违纪，公车私用、出入私人
会所、公款吃喝、超标准接待等违纪
问题仍时有发生。

市纪委、市监察局表示，将加强
监督执纪问责，对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廉洁自律规定以及奢侈浪
费等违规违纪行为，要快查快办、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点名道姓通报曝
光，并严肃追究相关单位领导责任。

没有取得审批手续，嘉莲里37号别
墅业主就拆除房屋准备翻建。为防止业
主擅自翻建，城管部门把该处列为巡查严
控区（详见本报2013年 11月 4日的相关
报道）。近日，市纠风办再次接到群众反
映，嘉莲里37号业主开始下挖地基，还建
起了地下室。

7日上午，市民评代表来到现场。嘉
莲里 37号，这栋已经面目全非的别墅大
门上，还贴着城管部门的《温馨提示》，这
是2个月前张贴的，目的就是警示业主不
得擅自翻建。现场情况表明，警示显然没
能阻挡业主翻建的步伐：老别墅被拆光
了，道路四周散布着小石子、沙土等材料，
还下挖了一个大坑，大坑里钢筋、木板交
错，俨然一个地下室的模子，现场还有不
少工人。市民评代表了解到，此前这些工

人还在施工，刚被城管执法人员责令停
止。

既然是巡查严控区，为什么业主还能
实施违建？嘉莲城管中队表示，该处被列
为巡查严控区后，他们展开了严密的巡
查、监控。去年11月中旬，他们巡查到该
处，发现工人正在下挖地基，立即现场制
止，先后暂扣了两把大锤、两把大剪等工
具。相关当事人表示，因在拆除施工中不
慎将相邻别墅的地基损伤，存在安全隐
患，所以对地基进行加固维护。中队要求
其立即进行排险，修复破损的地基，并再
次告诫，翻建应先取得相关审批手续，如
擅自翻建，中队将依法予以处理。之后，
中队执法人员多次到现场查看，发现其确
实是在加固地基排险。

直到今年1月4日，嘉莲城管中队在

巡查中发现，该处在加固完地基后，加建
了一层单层、钢架模板结构的建筑物，执
法人员立即开具了《行政执法通知书》，要
求当事人带相关审批手续到中队接受调
查询问。然而，当事人至今未能提供相关
审批手续。

针对当事人擅自翻建行为，7日上
午，嘉莲城管中队组织工人对嘉莲里 37
号别墅加建的建筑物强制拆除。

嘉莲城管中队表示，他们已将该处列
入巡查严控区，如发现继续违建，将立即
予以拆除；周围群众如发现违建行为，可
以拨打中队电话 5539313、5119591 举
报、监督。

市民评代表 黄永平 曾志强
文/图 本报记者 薄洁
实习生 魏晨露

围占设施已被拆除
厦纠信第20131200件：鹭江道国贸海景大

楼旁边有人用铁栏杆、铁链“圈地”，应该是用来停
车的，但这里是区间路，是公共部位，城管得管。

思明区城管执法局：经查，国贸海景大楼与
建发海韵园之间的区间道路被安利厦门公司用
铁栏杆、铁链围占，我局鹭江中队已于 2013年
12月10日现场纠正，并开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通知书》，但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整改。目前，鹭江
中队已将上述围占设施拆除。

音乐学校并未强制午托
厦纠信第20131083件：市音乐学校五通校

区要求孩子在学校吃午饭、午休，并收费，不交钱
的孩子就会被赶到校门口。

市教育局监察室：经查，反映的情况不实。
市音乐学校五通校区刚开办不久，很多设施还未
投入使用，考虑到孩子们的安全，学校组织老师
午休时间看护学生。相关校内午托管理费、伙食
费按省物价部门批准的文件收取。家长不愿意
孩子在校用餐的，可与学校签署安全管理协议，
确保孩子午间回家用餐安全。家庭确实贫困的
孩子，也可向学校申请减免餐费，目前已有20名
学生通过审批；在校表现好而家庭又确实贫困的
孩子还可申请午托费减免。学校并没有将未交
午托费的学生赶到校门口。

7家扰民餐饮店已被开罚单
厦纠信第20131034件：禾祥东路61-65号

楼下有很多无证餐饮店，相关部门怎么都不来管？
思明环保分局：经查，禾祥东路61-65号楼

下有7家已取得环保审批手续，但申请经营范围
都是无油烟项目。目前，我局已就群众反映的油
烟扰民问题进行调查，对上述7家餐饮店做出责
令停止生产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其中对“马哈
乃拉面馆”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文书已于2013
年 10月 12日送达生效。对于上述餐饮店逾期
不履行处罚决定，又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的，我局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超面积建设已被责令停止
厦纠信第20131069件：海沧区霞阳东路42

号门口有条水泥路，村民刘某要把路挖开盖房子。
海沧区城管执法局：经查，刘某在霞阳东路

26号（投诉所说的霞阳东路42号的东南侧）进行
地基建设，执法人员到现场时，其无法提供相关
翻建手续。执法人员开具了《责令停止违法建设
通知书》及《停水停电通知书》。之后，刘某前往
城管部门接受调查，提供了相关手续，但实际建
设面积超出权证登记面积近60平方米。执法人
员责令其立即整改，不得超面积建设。

占地违建已被强制拆除
厦纠信第20131101件：翔安区新店镇东

园社区村民吴某，占用公共用地建了三层。
翔安区城管执法局：此前，我局新店中队已

接到投诉前往查处，违建占地375平方米，砌起
围墙约半米高，并未建到第三层。2013年11月
4日，执法人员已对该处违建实施强制拆除，目
前该处已停建。 本组文字/本报记者 黄璜

兵分六路
周末夜查公车私用

《老别墅拆除 城管“盯”上了！》后续

不顾警示 老别墅擅自翻建
嘉莲城管中队强制拆除嘉莲里37号别墅的违建，继续将此处列为巡查严控区

在岛内外检查发现一些违规线索，市纪委、监察局表示将快查快办，
点名通报曝光，并严肃追究有关单位领导责任

厦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公告（第67期）

经审核下列单位符合国家关于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有关规定，具备法人资格，准予登记，现予公告。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住所 证书号
厦门市园林植物园 张万旗 厦门市思明区万石岩 135020000121

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 邱晓晖 厦门市思明区鼓声路 4 号 135020000287

厦门市园博园景区管理处 黄全能 厦门市集美区集杏海堤中段园博园管理中心大楼 135020000455

厦门产权交易中心 连 炜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 82 号厦门金融中心大厦十八层 135020000075

（厦门市碳和排污权交易中心）

厦门市职工服务中心 郭小萍 厦门市湖里区华光路 2 号 135020000101

厦门港航道管理站 胡文潘 厦门市湖里区同益路 50 号海明大厦第十层 135020000402

厦门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林建华 厦门市湖里区火炬二路 269 号 135020000363

厦门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厦门 李闽豫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83 号港澳中心 5-6 层 135020000389

市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厦门反倾

销咨询服务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鼓浪屿街道 姜新华 厦门市思明区鼓浪屿永春路 89 号 307 室 135020300259

综合服务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 林清语 厦门市思明区莲花北路 3 号之一 101 室 135020300260

综合服务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 黄瑞丽 厦门市思明区禾祥西路 489 号五楼 135020300267

综合服务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政务服务保障中心 叶明玺 厦门市思明区禾祥东路 168 号二楼 135020300269

厦门市安兜小学 汤丽莹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枋湖社区安兜社 135020600025

厦门市康乐第二小学 蔡坚信 厦门市湖里区凯兴路 135020600070

厦门市第三中学 陈增武 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 627 号 135020600078

厦门市湖里区社区工作指导中心 林约锡 厦门市湖里区枋湖南路 161 号 135020600091

（厦门市湖里区社会工作指导中心）

厦门市湖里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戴雪芳 厦门市湖里区枋湖东二路 59 号 135020600097

厦门市湖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蔡黎新 厦门市湖里区枋湖东二路 59 号 135020600098

厦门市湖里区计划生育服务站 许维森 厦门市湖里区枋湖东二路 57 号 135020600113

厦门市海沧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处 蒋 荣 厦门市海沧区滨湖北路 9 号 135020700037

中共厦门市海沧区委党员电化教育中心 李福江 厦门市海沧区滨湖北路 9 号 135020700132

厦门市海沧区高层次人才服务站 林德智 厦门市海沧区滨湖北路 9 号 135020700139

（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台湾人才服务站）

厦门市海沧区非公企业党建服务中心 潘素瑾 厦门市海沧区滨湖北路 9 号 135020700145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住所 证书号
厦门市海沧区政务信息中心 黄素玉 厦门市海沧区滨湖北路 9 号行政中心 135020700035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防空指挥所管理站 艾宗斌 厦门市海沧区滨湖北路 9 号 135020700122
厦门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集美分中心 左晓勇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杏滨路 898 号 8 楼 135021100067
厦门市集美区残疾人康复与就业指导中心 马金炳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杏东路 39 号 135021100084
厦门市集美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陈志坚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九天湖路 20 号一至三层 135021100138
厦门市集美区少年儿童体育学校 黄志团 厦门市集美区建南路 7 号 135021100139

（厦门市集美区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
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孙振标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路 898 号五楼 135021100144
厦门市集美区政务信息中心 谢 茗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岑东路 168 号区政府一楼 135021100155
厦门市集美区英村（兑山）幼儿园 王 凌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平阳里 4 号 135021100156
厦门市洪塘中学（厦门市同安区 林青护 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洪塘里 232 号 135021200024
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厦门市国祺中学 陈清波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丙州村 135021200018
厦门市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林土水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二路 88 号 135021200103
厦门市同安区新星小学 叶曲峰 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后宅村后宅里 2 号 135021200314
厦门市同安区洪塘头小学 吴明辉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同集中路 200 号 135021200313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陈有土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上塘社区 231 号 135020800147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畜牧兽医站） 洪水永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新店路2009号人力资源大厦712室 135020800061
厦门市翔安区风景旅游管理中心（厦门市
翔安区香山宗教文化旅游片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卫生院 朱艺勇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舫阳西二路 391-399 号 135020800026
厦门市翔安区农林水技术推广中心 叶明鑫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郑坂东三里 30 号 105 室 135020800075
厦门市翔安区农村经营管理站 林志江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郑坂东三里 30 号 106 室 135020800073
厦门市翔安区农林水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李自然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郑坂东三里25-27号319室 135020800074
厦门市翔安区动物卫生监督所 蔡伟强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郑坂东三里 30 号 101 室 135020800076
厦门市翔安区防火防汛办公室 邱海椿 厦门市翔安区行政中心 4 号楼 202 室 135020800148
厦门市内厝中学 许加驱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上塘村 135020800012

经审核下列单位符合有关规定，准予注销登记，现予公告。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住所 证书号
厦门市总工会进城务工人员服务中心 陈爱平 厦门市湖里区华光路 2 号 235020000406
厦门科技开发交流中心 梁 旭 厦门市思明区虎园路 2 号 135020000368
厦门宾馆 程炳东 厦门市思明区虎园路 16 号 135020000210
厦门市接待车船队 苏芳传 厦门市思明区虎园路 16 号 135020000357

下班后开着公车去健身

10 日 晚 7：50，一 辆 车 牌 号 为 闽
OD0240的车辆停在艾美酒店半山腰，不
远处就是一个健身馆。检查人员调查发
现，这辆车归属于湖里区政法委，当晚，
该单位工作人员私自将车开到健身馆游
泳。

距离下班时间已过两小时，一辆车牌
号为闽D00069的 24座中巴车突然出现
在艾美酒店附近，检查人员立即示意驾驶
员停车。检查人员发现，车上只有司机一
人，司机承认当晚下班后开着这辆公车到
健身馆进行健身运动。经核实，该公车属
于象屿保税区管委会。

自称执行公务，单位却不知情

10日晚上，在翔安隧道出岛方向的
出口处，检查人员在交警配合下，对途经
车辆进行检查，发现了部分疑似公车私用
车辆。

晚8时许，车牌号为闽D01316的车
辆正驶往翔安方向，检查人员拦下询问，
车上的两名男子自称是市农业局机械监
理所工作人员，声称是单位派车，要去位
于翔安的农科所基地检查工作。

情况果真如他们所说的吗？检查人
员当场联系市农业局，得到的答复却是，
单位虽有派车，但目的地是仙岳路。也就
是说，单位并未派该车到翔安执行公务。

停在会所旁，疑是公车私用

10日晚上，在海沧保税港区门口外，
一辆车牌号为闽D028**的车辆违章停放
在马路边上，附近就是海佐园、音乐之声
会所和古道茶馆等场所。集美味友食府
的 停 车 场 ，也 停 着 一 辆 车 牌 号 为 闽
D022**的车辆。海沧区沧虹路李宁博乐
羽毛球馆门口，停放着一辆车牌号为闽
D050**的轿车。目前，上述车辆的情况正
在进一步核实中。市纪委、市监察局表
示，对上述检查中发现的公车私用等违规
违纪行为，将根据相关规定，对有关人员
进行处理，并在全市范围点名道姓进行通
报。 本报记者 薄洁

市监察局
市纠风办
厦门日报社

联办

本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11:30，各有一位市民评
代表或市政府特邀监察员“坐镇”本报。届时，您可以
拨打民评热线5581719或到市民评接访室（厦门日报
报业大厦一楼）反映情况。

星期一 曾志强 星期二 韩斯疆
星期三 陈 雪 星期四 黄永平
星期五 邱耿晖

本周民评接访名单

明察暗访

现象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发现顶风违纪行为
多种方式可举报

节日期间开着公车出游；机关趁着
节日发购物卡；单位用公款宴请吃喝……
如果您发现违反八项规定、廉洁自律要求
的行为，请向市纪委、监察局举报。

举报方式多样，可以写信寄至湖滨
北路 61 号中共厦门市纪委信访室，或拨
打市监察局举报中心电话12388、市民评
接访室电话5581719，也可以登录“鹭岛清
风”网站（www.xmjcj.gov.cn）举报信箱进
行举报。

市纪委、监察局表示，所有的举报都
将被认真及时办理，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
还将有针对性地组织审计和检查。对顶
风违纪的，一经查实，将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处理，并严肃追究责任。

现象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现象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违建拆除现场违建拆除现场。。

市民评代表拦下一台公务车检查市民评代表拦下一台公务车检查。（。（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火炎王火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