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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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电 由共青团中央! 司法部和全

国普法办主办的"未成年人保护

行动#专题普法大赛
!"

日开赛$

全国各地青少年登录大赛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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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参加角逐(这次大赛旨在引

导青少年学法!懂法!守法和用

法$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未成年

人保护的社会氛围$提高青少年

法律意识$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

罪$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安报讯 !记者 李红 实习生

崔莹" 为确保今冬的消防安全$

省交通厅近日出台措施$要求各

单位严格落实冬季消防安全工

作责任制$明确单位主要负责人

和具体责任人$并层层签订责任

书$使每项预防工作落实到具体

责任人) 此外$省交通厅还制订

了确保冬季高速公路行车安全

的预案$以提高恶劣天气高速公

路畅通能力$确保行车安全)

#未成年人保护行动$

专题普法大赛开赛

明确具体责任人
确保冬季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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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

电 建设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发布

*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对廉租住

房制度建设中群众和地方政府普

遍关心的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办法提出$ 廉租住房保障方式实

行货币补贴和实物配租相结合)

实施廉租住房保障$ 主要通过发

放租赁补贴$ 增强城市低收入住

房困难家庭承租住房的能力) 办

法
3!

月
3

日起正式实施$

!//4

年

起实施至今的 *城镇最低收入家

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月 !日起实施

!上接
#!

版"

目前$国务院已经对固定资产投

资挥出重拳)

!!

月
"!

日$国务院下发

通知$ 要求所有投资规模在
#$$$

万

元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必须上

报国务院审批)此前$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截至
!$

月底$我国城镇新开工

项目同比增加
!%&'5

, 新开工项目计

划总投资同比增长
"(&#5

$ 增速比
!

至
)

月提高
"&%

个百分点)

显然$ 近年来新开工项目过多$

特别是一些项目开工建设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监管不力$加剧了投资增长

过快!投资规模过大!低水平重复建设

等矛盾$扰乱了投资建设秩序$成为影

响经济稳定运行的突出问题)

中央高层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的高度警惕显然会波及房地产市场)

实际上$房地产开发一直被纳入固定

资产投资科目中进行统计$而在以往

的历次调控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控

制$几乎都会波及房地产领域)

至于建设部房地产司正在研究!

制定的新调控政策何时能够敲定$消

息人士表示&"这要看国务院最终对于

一年房地产调控工作所取得结果的

判断$而现在$市场只能继续等待) #

据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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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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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在现行宪法颁布
!.

周年和第七届

法制宣传日即将到来之际$以"弘

扬法治精神$推进依法治国#为主

题的法制宣传周活动
!"

日启动)

本次法制宣传周活动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全

国普法办! 司法部和中央电视台

联合举办) 宣传活动以关注民生

立法为重点$ 结合本年度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物权法 !劳

动合同法等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

法律$ 以及本年度最具影响力的

法制新闻事件$ 有针对性地开展

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 力求把人

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和法律实践结

合起来$ 动员全体公民共建法治

国家$共享法治成果)

报名时间 '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6!(+$$

报名地点' 报考河南省公

安厅高速交警的$ 到河南省人

事厅! 公安厅设立的报名点报

名, 报考各省辖市公安局高速

交警的$到有关省辖市人事局!

公安局设立的报名点报名)

普通高等院校
"$$,

年应

届毕业生报名凭本人有效身

份证 !学生证等 $但不能按时

毕业或不能取得拟录用职位

要求学历的$ 取消录用资格,

留学回国人员报名凭本人有

效身份证!我国驻外使%领'馆

教育文化处 %组 '出具的留学

回国人员证明!教育部出具的

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等,在职

人员报名凭本人有效身份证!

毕业证!所在单位同意报考的

证明等,其他社会人员报名凭

本人有效身份证!毕业证等)

报名时须交近期正面同底

板免冠
!

寸彩色照片
(

张$并填

写 *河南省
"$$*

年统一考试录

用公安机关高速公路交通警察

报名表+一式两份) 报名表可登

录河南省人事厅网%

-../+01222&

-345&6789:3;

! 河南人事考试网

%

-../+002229-345<59:7=

'! 河南

警务报道网%

-../+002229-3!!$9

:7=

'自行下载打印) 详情查看

网站的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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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 !记者 李红 实习生 崔

莹"昨日$省红十字会发出倡议书$呼

吁社会各界献出爱心$省红十字会将

于元旦春节期间在全省开展"红十字

博爱送万家#活动$向受灾地区贫困

户!城市低保家庭!老弱病残等弱势群

体送"暖包#)

据了解$在我省今年发生的严重

洪涝灾害中 $ 全省受灾人口达到

!$'(9',

万人 $ 农作物受灾面积

!%#(9!(

万亩$绝收面积
"##9("

万亩,

损坏房屋
!"

万间$ 倒塌房屋
(9#

万

间,直接经济损失
,%

亿元人民币)

您献出爱心$不仅可以给困难群

体送去冬日的温暖$还将获得荣誉证

书$享受"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

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

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包括中国红十字

会'向红十字事业的捐赠$在计算缴纳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时准予全

额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

捐赠电话'

$%*!

.

(#)''*#$ #)##%"!

捐赠专用账户'

户名 %河南省红十字会'- 账号

%

*,!*%)!$!$!,"($$!(#%%,

'-开户行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省红十字会呼吁
为困难群体送#暖包(

本期美编 李 茹 张婷婷 见习美编 王 俊 校对 汤青霞 孟洁曼 王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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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英雄衡明贞勇斗歹徒被刺

37

刀! 他的伤情牵动着家乡人民

和广大民警的心"

!!

月
"#

日!周

口市市长助理# 市公安局局长姚

天民!周口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综

治办主任史廷民!太康县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雷申! 太康县公安局

局长马卫华等带着鲜花和家乡干

警的关心!来病房慰问老人!并向

老人送上了
39#

万元慰问金"

安报记者 叶泽永 程玉成

摄影报道

安报讯!记者 杨勇 樊勇军 通讯员 夏吉春"

昨日$ 省人事厅和省公安厅联合召开新闻发布

会$ 宣布今年我省将通过统一考试的形式招录

!$$$

名高速交警) 其中$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支队

招录警员
%$

名$ 各省辖市公安局招录警员
)*$

名$分别为&驻马店市
!"#

名,南阳市
!"$

名,信

阳市
!!$

名,周口-新乡-许昌分别为
)$

名,平顶

山市
,$

名,开封-洛阳-三门峡-焦作-济源市分

别为
%$

名,郑州市
"#

名,安阳-濮阳-漯河-商丘

分别为
"$

名,鹤壁市
!$

名)

据省公安厅相关人士介绍$

与以往不同$这次招录自考成教

生不再受限$只要拥有国家承认

的大专以上文化学历$都可以报

名参加考试)而且这次招录不设

地域限制$只要拥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国籍都可以报考)

通过报名资格审查者$每人

将缴纳
,$

元的报名考务费$但

农村绝对贫困家庭和享受国家

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镇家庭人

员$可免交报名考务费)

这次招录对报考者的诚信

度要求很高$ 除了犯罪受过刑

事处罚- 被开除公职的以外$

"$$%

年以来在中央机关及直

属机构和全省公务员考试录用

过程中$被认定有作弊行为的$

也不得报考)

报考者提交的信息和提供

的有关材料必须真实有效$报名

时签订诚信承诺书)凡发现报考

者与拟录用职位所要求的资格

条件不符以及提供虚假材料的$

即取消其考试-录用资格)

另外$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参加国家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和河南省志愿服务贫困县计划

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大学生$参

加河南省"大学生村干部#计划

在农村任职两年以上的大学生

村干部$笔试成绩将加
%

分)

拟享受加分政策的报考

者$必须在
"$$*

年
!"

月
"'

日

下午
!*

时前$向有关省辖市人

事局- 公安局或河南省公安厅

提交有关证书 %"大学生村干

部# 提交有关省辖市委组织部

出具的证明'$逾期不再受理)

自考成教生不再受限 特困报考者免费报考

曾经作弊者不准报考 #大学生村官(加
$

分

报名时间及报考注意事项

#弘扬法治精神)推进依法治国$法制宣传周启动

-./012 -3/045

第一届法制宣传日主题$ 增强宪法观念$推进依法治国

第二届法制宣传日主题$ 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第三届法制宣传日主题$ 依法治国$执政为民

第四届法制宣传日主题$ 弘扬宪法精神$增强法制观念

第五届法制宣传日主题$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

第六届法制宣传日主题$ 落实"五五#普法规划$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历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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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制宣传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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