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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 张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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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昨日!省高速交警支

队黄河二桥大队民警在事故勘验中!

首先使用一种主动发光 " 反光示警

#智能充气电子仿真警察警示安全标

志$!上图"%

据介绍 !近年来 !交警在临时检

查"执勤"交通事故处理等正常的警

务活动中!使用的都是反光椎"反光

背心等简陋的防护设备!尤其是到夜

晚!这些防护设备反光效果差"视觉

短!由此引发的民警意外伤亡事故时

有发生& 为了确保辖区高速公路交警

临检 '执勤 "交通事故处理 "路政施

工"道路维修等路段的交通安全!有效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和民警意外伤亡事

故的发生!省高速交警黄河二桥大队积

极探索新时期新的警务管理模式!增加

科技含量! 增设高科技的民警防护装

备!在全省率先启用(智能充气电子仿

真警察警示安全标志$&

该标志具有主动发光' 反光示警

功能! 警示内容醒目! 立设高达
!"#$

米!形体逼真!有效示警距离可达
$%%

米!特别是在弯道的道路安全作用!为

行车安全起着有效的示警作用! 更好

地确保路面执勤民警'施工人员'司乘

人员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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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记者 杨家军

!%

个村和两个居委会的专

!兼"职巡防队员很辛苦#别人都在

休息时# 他们要徘徊在街头和村

中#为群众的安全保驾护航$ 如果

在督察过程中发现巡防人员没有

值班#将在全乡通报批评$

从
&

月
!'

日晚上至昨天 #翟

庄乡政府工作人员利用休息时间

对各村%居委会的巡防情况做了暗

访#每个村%居委会都有身着统一

服装的巡防队员在巡逻#村委会有

村领导带头值班#有专人盯着监控

设备屏幕#发生异常情况#有人立

即安排巡防人员前往查看$

&

月
!'

日晚上
(

点
$%

分#翟庄

乡政府综治办主任李云超%党委副书

记张燕%乡长助理王保军等有关人员

首先来到辖区的纺织社区居委会督

察#刚好碰到身着迷彩服%戴着&治安

巡逻'袖标的
$

名社区巡防队员在街

头巡防$这比平时的督察时间要早很

多# 以前都是在晚上
)

点之后开始#

因为晚上
)

点之后才是案件高发期$

晚上
#

点#我们赶到东方居委会

社区时#小区门口一名女巡防队员正

在询问想进入小区的一名陌生男子#

经过多个问题的测试#该男子才被允

许进入$这个小区的人巡防队员基本

都认识#有陌生人必须认真询问$

晚上
#

点
!&

分# 我们前往范庄

村#走到沙河河堤上时#刚好遇到漯

河市公安局闪着警灯的 &治安巡逻

车'$ &河堤是情侣约会经常来的地

方#因他们逗留的时间比较晚#这里

也成了案件高发区$'李云超说#因而#

公安机关安排了民警在此不间断巡

逻$ 范庄村也把河堤纳入巡防范围$

为守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大

河村投入几十万元在村口和街道安

装了
(

个电子监控设备#为每家每户

配备了无线报警器#还为巡防人员配

备了对讲机$

通过几天的走访#我发现一个共

同点#每天的巡防都有村干部带队#经

济条件好的村庄还成立了专职巡防

队#经济条件稍差的村有义务巡防队#

每天都有人员在为百姓守护安全$

&乡政府出资成立了专职治安巡

防队#派出所负责业务指导#队员统

一佩戴巡防标志和必要的工具在辖

区内昼夜不间断巡防$ '翟庄乡乡长

赵雪定介绍说#

!%

个行政村和两个

居委会每天都有百余人在辖区各个

村巡防守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王裴村一名村民说(&自从有人

巡逻后#我们睡觉可踏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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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记者 李红 实习生 张林"

彩票作为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 其资

金的透明和公开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

瞩目&记者昨日从省政府获悉!我省已

正式下发了 )河南省彩票公益金管理

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明确

规定!每年
*

月底前!全省上一年度彩

票发行销售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要向

社会公告- 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以任

何形式挪用彩票公益金! 触犯禁令的

责任人员将面临开除的处分%

"

彩票公益金实行#收支两条线$

办法规定!彩票公益金实行#收支

两条线$管理!省级财政部门负责征收

全省彩票公益金! 彩票公益金使用部

门负责编制本部门彩票公益金年度预

算和决算%彩票公益金实行先收后支!

专款专用!结余结转下年继续使用!不

得用于平衡一般预算%

省级统筹彩票公益金扣除专项

助残资金后!用于省政府确定的体育'

民政'助残等社会公益事业项目!其中

助残资金原则上不低于上年% 彩票公

益金将优先支出贫困地区和灾区的福

利事业!主要用于为老年人'残疾人'

孤儿' 革命伤残军人等特殊群体服务

的社会福利事业以及其他社会公益'

慈善事业! 优先资助贫困地区和灾区

的社会公益事业! 以及群众性体育活

动'大众体育设施及专业体育比赛'训

练场馆的新建和维修' 支持贫困地区

体育事业发展支出等%

"

重点资助项目将进行审计

办法规定! 彩票公益金项目使

用计划和预算一经批准
+

不得擅自调

整% 因特殊原因形成的项目结余资

金! 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可以结

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确定并下

达后! 财政部门要按有关规定及时拨

付项目资金! 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

踪问效% 项目主管部门要明确项目承

担单位和项目实施责任人! 确保项目

进度和工程质量% 彩票公益金资助项

目完成后! 项目承担单位要向同级财

政部门和主管部门报送彩票公益金使

用情况报告和相关验收材料% 对彩票

公益金重点资助项目应进行审计%

"

每年
&

月必须向社会公告

办法规定! 彩票公益金使用部

门和单位应当自觉接受财政'审计'

监察等部门和社会监督% 每年
*

月

底前! 省级彩票销售机构应聘请有

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对全省上一年

度彩票发行销售资金分配和使用情

况进行审计!并向社会公告!自觉接

受社会监督%

省政府要求! 管理和使用彩票

公益金的部门和单位必须按批准的

项目使用计划和预算执行! 任何部

门和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挪

用' 截留彩票公益金! 不得擅自调

整'改变彩票公益金使用项目% 违反

规定!拒缴'拖欠'截留'挤占'挪用

彩票公益金的! 除限期退还违法所

得! 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外!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还将面临降级' 撤职甚

至开除的处分%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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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制度化

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要学习的内

容包括哪些呢.据介绍!在哲学知识"政

治理论上要求法官学习马克思主义"经

典哲学"邓小平理论等& 在法律基础知

识上学习法学基础理论" 中国法制史"

西方法制史等&在法律专业理论知识上

学习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

事诉讼法等法律专业知识&

不仅如此!在读书学习内容上还

要求法官学习德"勤"廉素质培养知

识! 包括法院工作人员行为规范"司

法礼仪"勤政廉政建设"法官职业道

德修养等&

在学习方式上!实施方案中要求!

以自学为主!干警利用业余时间完成各

自的学习任务!每季度要求专家"学者

来法院讲课!干警集中接受培训&(我们

还要每季度对各部门读书学习落实情

况进行通报!每年年终对干警读书学习

情况进行表彰& $张明山说&

%德才笔言&四字标准

周口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

朱家臣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政治部主任孙振民参加了此次动员

大会& (这种方式促进了干部素质的

提高!是法院加强队伍建设的又一举

措!经验值得推广& $朱家臣说!广大

法官要以创办(法院大学$为契机!努

力实现从学历教育向岗位学习转变!

从应急性"临时性学习向系统化"全面

化学习转变!经过不懈努力!都能达到

德"才"笔"言的四字标准!即德能正其

身"才能胜其职"笔能撰其文"言能明其

意!成为复合型"知识型"专业型"能力

型职业法官队伍建设所需的人才&

孙振民对周口市中级法院整体工

作提出了期望和要求/ 一是全面贯彻

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大法官"大

检察官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全面贯

彻落实全省政法工作会议" 全省法院

工作会议对加强法院队伍建设提出了

具体要求-二是进一步深化"巩固"提

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以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统领法院各项工作- 三是深入

加强审判业务建设! 重点是刑事审判

工作突出宽严相济!做好预防工作!民

事审判充分发挥调解功能! 构建和谐

社会!行政审判突出依法行政!维护法

律权威- 四是进一步加强法院队伍建

设!抓好政治理论"法律"法规"审判业

务学习!抓好法官教育培训!抓好法官

的职业道德! 落实好全省政法工作会

议和全省法院工作会议对加强法院队

伍建设所部署的各项具体工作- 五是

重点抓好法院内部的监督管理- 六是

弘扬正气!抓好典型&

学历型转向能力型

会议结束后! 记者采访了参加会

议的部分法院干警&周口市中级法院研

究室主任张建援说!理论不能用于实践

是空头理论!(法院大学$的成立为法官

提供了一个从学历到能力转变的平

台! 就是要使广大法官既有高深的理

论知识!又有丰富的审判经验!早日

从学历型法官转变成能力型法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对我们

的期望值很大!要求很高!如果我们满

足于现状!就不能与时俱进!因此!我们

要借助0法官大学1这个平台!不断学

习!不断充电!才不至于落伍& $郸城县

法院院长温新征也深有感触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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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 会议根据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的提名!经过投票表决!通过了各部部长"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审计长的人选!如下表"$

有了充气仿真交警
EFGH+

马文

新一届国务院部委组成人员

部委负责人 现任 原任

外交部部长 杨洁篪 杨洁篪

国防部部长
,

梁光烈!兼" 曹刚川!兼"

发改委主任
,

张平 马凯

教育部部长 周济 周济

科技部部长 万钢 万钢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

李毅中 !新设"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

杨晶 李德洙

公安部部长 孟建柱!兼" 孟建柱

国家安全部部长 耿惠昌 耿惠昌

监察部部长 马 马

民政部部长 李学举 李学举

司法部部长 吴爱英 吴爱英

财政部部长 谢旭人 谢旭人

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

尹蔚民 !新设"

国土资源部部长 徐绍史 徐绍史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

姜伟新 !新设"

铁道部部长 刘志军 刘志军

交通运输部部长
,

李盛霖 !新设"

水利部部长 陈雷 陈雷

农业部部长 孙政才 孙政才

环境保护部部长
,

周生贤 !新设"

商务部部长 陈德铭 陈德铭

文化部部长
,

蔡武 孙家正

!已升任政协副主席"

卫生部部长 陈竺 陈竺

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

李斌 张维庆

中央银行行长 周小川 周小川

审计署审计长
,

刘家义 李金华

!已升任政协副主席"

注'

)

为新任部委负责人 马荣臻
-

制表

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