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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尹哲）山西财经大学12月21日消
息，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房地产策划大赛全国冠军赛日
前落下帷幕，该校代表队在总决赛中脱颖而出，首次进
入全国冠军赛，并荣获全国一等奖，取得历史性突破。

全国大学生房地产策划大赛由中国房地产业协
会指导、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主办，本届大赛共有 159

所高校参加，231支代表队进入总决赛，易居、万达、
恒泰、荣盛等 30家标杆房企高管担任评审。

大赛期间，山西财大代表队通过分析、定位、设
计、策划、营销等环节，完成人居品质项目策划方案，
用清晰的设计方案得到了评委的肯定，展现出独特
的经济分析和产品设计能力。

全国大学生房地产策划大赛落幕
山西财大荣获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梁涛）
12月 20日，省纪委监委发布
消息，山西粮油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徐剑杰，山西粮油集团晋粮
储备库公司董事长查志浩，
山西粮油集团商业发展有
限公司业务经理张冀川，3
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
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徐剑杰，男，汉族，1968
年 6月生，山西交城人，大学
本科学历，2003 年 6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90 年 7 月参
加工作。1990年 7月至 2010
年 12月，先后在山西省劳动
厅劳动服务公司、山西工人
报社工作；2010 年 12 月至
2011年 10月，任山西龙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综合办主
任；2011年10月至2016年11
月，任山西省投资集团物贸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16年 11月至 2017年 3月，
任山西煤炭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党支部副书记、副董事长、
总经理；2017 年 3 月至 2020
年 10月，任山西粮油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2020年10月被免职。
查志浩，男，汉族，1975

年 4 月出生，山西灵石人，
大学学历，2003 年 7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92 年 12 月
参加工作。1992 年 12 月至
2017 年 6 月，先后任晋中市
榆次区粮食储备库保管、
副主任，山西省投资集团
金谷农产品批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正林农资有限公
司总经理；2017 年 6 月，受
山西粮油集团委托负责粮
油大宗商品贸易工作；2018
年 8 月至今，任山西粮油集
团贸易部主任兼任山西粮
油集团仓储物流园有限公
司总经理；2020 年 4 月，兼
任晋粮储备库有限公司董
事长。

张冀川，男，汉族，1984
年10月生，山西晋中人，大学
学历，2014年 11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2011 年 6 月参加工
作。2017 年 6 月，受山西粮
油集团委托负责粮油大宗商
品贸易工作；2019 年 1 月至
今，任山西粮油集团商业发
展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兼上海
奥洋贸易公司业务经理。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郭瑶）小区里，
不少家庭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加装电梯成为居民迫
切的需要。12月 21日万柏林区消息，在社区和物业
的牵头下，和平北路 97号院 7号楼 3单元的加装电
梯工程动工了，这里的居民即将告别爬楼时代，开启

“一键直达”幸福生活。
根据和平北路 97 号院部分业主的需求，和平

街道新建西社区、太原达人物业牵头召开相关业
主现场会，讲解旧楼加装电梯申请流程及补贴的
相关政策，让广大业主更多地了解老旧小区加装
电梯相关政策信息。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协助业
主代表统一大家的意见，帮助解决问题，全程跟
进，一次性解决居民各类诉求。

根据前期调研、评估结果，首先从加装条件好且
居民意愿最强烈的 7号楼 3单元开始。在业主自愿
的前提下，经社区、物业协调，确定电梯品牌、设计
图、改造方案、筹措资金方案等。按照区住建局加装
电梯的程序，及时提交相关资料。结合老旧小区改
造契机，物业公司多次与区住建局沟通，提前预留电
梯井坑基础位置、改造地下管线等，为业主节省了部
分工程费用，得到了业主们的一致好评。

目前，7号楼 3单元加装电梯工程已完成基础建
设、钢架安装，预计明年 3月前投入使用。下一步，
社区将总结经验，推广“以党建带自治，以自治促加
装，社区、物业、业主三方共商”的加装电梯创新做
法，让更多居民受益。

本报讯（记者 贾尚志）市文旅局 21
日消息，“爱上太原的N个理由”Vlog大
赛作品评审结束，17件优秀作品在众多
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分获一、二、三等
奖、优秀奖及最佳传播奖。

一等奖作品《这才是太原》，时长 3

分钟多，取景长风商务区、太钢片区、
迎泽大街、北中环桥、南中环桥、祥云
桥、迎宾桥等我市地标建筑及城市街
区，采用空中俯瞰视角和延时拍摄手
法，将我市崭新的城市面貌呈现了出
来，留给观众深刻印象。拍摄者阎斌，

是一名太钢子弟，他告诉记者：“家乡
现代化建设成就显著，市容市貌环境
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想通过视频展示
太原市最新形象。2019 年我开始学习
摄影，利用微单和无人机拍摄城市样
貌。这部片子浓缩了去年一年拍摄素

材的精华。”
参赛作品《最忆太原》，由王雪萍制

作，视频在微博平台累计播放 34.9 万
次，其转发、评论、点赞等维度数据均
领先其他作品，摘得 Vlog 大赛最佳传
播奖。

本报讯（记者 李静）12月 20日消息，由于存在
虚列业务及管理费、套取费用的违法行为，山西银保
监局近日分别对恒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
公司、时任该分公司总经理王彩红，下达了行政处罚
决定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0年 9月，恒邦财险山
西分公司通过“业务及管理费-服务费”科目虚假列
支简易刹车检测、简易燃油检测、简易排气检测等服
务费 308.58万元。上述费用分别支付给某汽车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103.36万元、某服务有限公司 205.22

万元。后由两家公司扣除 3%的费用后，将余款
299.32万元分笔支付给恒邦财险山西分公司的 37名
销售人员，用于增加交强险业务的市场费用投放。
时任该分公司总经理王彩红负有直接责任。

上述虚列业务及管理费套取费用的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七十条，山西银
保监局要求恒邦财险山西分公司责令改正，并处 50
万元罚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七
十一条，对王彩红警告，并处 10万元罚款。

违规经营 恒邦被罚50万

本报讯（记者 韩睿 通讯员 韩琼）12 月 21
日上午，屋外寒风瑟瑟，八一社区食堂里其乐融融。
在社区组织下，辖区 10户低保家庭在社区食堂一起
包饺子过冬至，欢乐又暖心。

早上 10 时，社区食堂准备了满满两大盆饺
子馅，负责人赵利琨热情地招呼大家，大家好似
回家过节一般，一起动手包饺子。橡胶厂宿舍
的张伟未能到场，居民穆巧萍得知他是回族，专
门嘱托食堂煮一份素馅饺子，一会儿打包好给
他送去。省二建宿舍的谭海泉因肢体残疾出门

靠轮椅，社区考虑到其行动不便，打电话说上门
送饺子，但谭师傅表示，“很想和大家一起热闹
热闹。”

中午 12 时，一盘盘珠圆玉润的彩色饺子出锅
了。社区干部和网格员分头给不能前来的低保户、
残疾人“送餐”。中午 1时，社区干部和赵利琨逐一
核对低保户名单，将饺子送到不能前来就餐的两户
家庭。家住天和学府苑的郝艳灵因瘫痪常年卧床，
当她的家人从网格员手里接过热气腾腾的饺子时，
感动不已连连致谢。

本报讯（记者 梁涛）
12月21日，省纪委监委发布
消息，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
国内安全保卫总队总队长李
柏被开除党籍。

日前，经省委批准，省
纪委监委对李柏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李柏理想信念丧失，
纪法底线失守，无视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由他人支付其
私人费用，接受可能影响公
正执行公务的宴请；不按规
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
收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在企业经营、干部晋升
等方面为他人谋利，并非法
收受巨额财物。

李柏严重违反党的组
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
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
涉嫌受贿犯罪，性质严重，
影 响 恶 劣 ，应 予 严 肃 处
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
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
批准，决定给予李柏开除
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
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
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
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
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
移送。

李柏，男，汉族，1958年
11 月生，山西交城县人，大
学本科学历，1976年 1 月参
加工作，1988年 1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97年 4 月，任
阳泉市公安局党委委员、交
警支队支队长；1998年 8月，
任阳泉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交警支队支队长；
2003年 5 月，任阳泉市公安
局党委书记、局长；2008年 3
月，任长治市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2014年 6月，任省
公安厅党委委员、国内安全
保卫总队总队长；2018年 12
月，退休。

“爱上太原的N个理由”Vlog大赛

《这才是太原》摘得一等奖

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
国内安全保卫总队总队长

李柏被开除党籍

山西粮油集团
3人接受审查调查

老房有喜 社区牵头装电梯

欢乐暖心 为低保户过冬至

本报讯（记者 韩睿 通讯员 刘亚荣）楼上
住户成了职工宿舍，吵闹声太大影响到孩子学习。
经晋祠路社区网格员白慧云协调，楼上住户集体调
成“静音模式”。

12月 20日，网格员白慧云在辖区走访时，接到
滨河西路 109 号汇锦花园小区 3 号楼王女士的反
映，连日来楼上住户太闹腾，尤其在晚间，好像有很
多人打打闹闹，严重影响孩子学习与家人休息，曾
几次上门进行沟通，但过后楼上住户还是我行我
素，王女士实在没办法了，希望社区帮忙解决。白
慧云随即上楼了解情况，发现楼上住户将房屋出租

给某公司当了员工宿舍。每天该公司下班时间较
晚，十几个小伙子回到出租屋内，洗漱和活动声音
自然较大。针对这一情况，白慧云辗转和该公司宿
舍负责人取得联系，转达了居民意见。对方当即表
示歉意，并很快赶来小区，向王女士道歉，希望取得
谅解，并且表示马上通报这一问题，严禁员工在住
宿时声音过大对邻里造成影响。

12月 21日上午，王女士致电白慧云表示谢意，
反馈昨晚楼上比较安静，没有扰邻行为，在遇到楼
上的一个小伙子时，对方还主动询问有没有影响到
孩子，态度很好，感到很欣慰。

楼上太吵 网格员及时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