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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一伙造假者!在都市村庄里租赁民房!成立

了"雪碧#$"可口可乐%$"娃哈哈矿泉水%生产

车间!他们还在二楼楼梯隐蔽处安装摄像设

备!以应对来人检查&昨日上午!尽管工商$公

安和质检打假人员把"造假工厂%大门堵住!

但狡猾的造假者却借助摄像头的"报告%!留

下
!

吨已制成的假"雪碧%从后门逃跑&

这座位于南阳市高新区岗王庄村勒

庄自然村的两层民宅!外观与周围的民宅

并无差别! 但里边的设施却让人惊讶'一

楼放着全套饮料生产设备!远红外线收缩

包装机$瓶盖锁口机一应俱全!一口盛水

的大锅还冒着热气(二楼的)化验室%放着

量杯$电子称!超甜素菜$山梨酸钾$水柠

檬酸等配料堆了一地(上下
"#

间房内!已

制成的"雪碧%和"可口可乐%堆得比人还

高!大量空瓶散放在一旁(二楼阳台上放

着两口大缸! 塑料管子连着楼下的灌装

机!一口缸内是"可口可乐%!另一口缸内

则是"雪碧%(一楼的卧室内!执法人员还

发现了大量"康师傅矿泉水%标签&

南阳市卧龙公安分局北京路派出所副

所长张仁钦介绍说!当日
"$

时许!他们联合

质监和工商部门! 根据群众举报找到了这

里!当时铁大门上的小门还开着!听到喊开

门!里边的人一边答应一边把小门锁上了&

随后院内渐渐没了声音! 执法人员就把大

门堵住!找来房主打开了房门!这才发现里

边早已没人! 只留下一堆假货和制假设备

没来得及转移& 原来!造假者事前在二楼的

阳台花盆里安装了两个摄像头! 通过室内

的监视器!把门外过道
%$

米范围内的情形

看得一清二楚& 窝点西边的后门通着一座

鸡舍!墙头上提前架有梯子!造假分子听到

风声后翻墙逃走&

房主史某介绍! 从去年
"$

月开始!这

座房子就租赁给了这伙人! 双方没有签订

任何协议&随后!打假人员动用了两辆工具

车!整整运走了
!

吨已制成的假"雪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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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我省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

按照公安部要求!内设机构不得超过
""

个!

&

月
#

日至
&

月
'$

日!各县*市+区公安机关确

定内设机构!挂出牌子&

&

月
'"

日至
&

月
%$

日!各县*市+区公安机关按照规范设置的机

构!确定领导班子!配备干部&

!

月份!根据机

构设置情况!各县*市+区公安机关制定民警

定岗定位的具体操作办法& 总的原则是根据

机构整合情况进行定人定岗! 保持队伍的相

对稳定&

#

月
"$

日以前!各省辖市公安局对本市

规范县级公安机关机构设置工作情况写出总

结报告! 报省公安厅规范县级公安机关机构

设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并接受验收&省公

安厅将把县级公安机关机构设置工作纳入

'$$(

年度整体工作绩效考评!全部完成工作

任务的得满分!完不成任务的按零分处理&

各地改革风起云涌
目前! 省公安厅已经成立了由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任组长的县级公安机

关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省公安厅政治部领导

分包省辖市!对此项工作进行不定期的检查

督导&

据悉!按照省公安厅要求!省公安厅政

治部在
"

月
)

日召开政治部主任座谈会!对

全省县级公安机关机构改革工作进行重点

安排部署& 在此基础上!

%

月
&

日上午!公安

厅政治部再次召开由各省辖市公安局政治

部主任参加的强力推进县级公安机关机构

改革经验交流会!对全省规范县级公安机关

机构设置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

月
#

日!新乡市公安局召开会议!对规

范县级公安机关机构设置工作进行了再动

员$再部署(洛阳市公安局在
%

月
#

日召开

的由股$所$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电视电话

会议上!传达了全省规范县级公安机关机构

设置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同时部署了洛阳

市县级公安机关机构改革工作!使全体民警

都明白规范机构设置工作的精神$意义和目

的!确保洛阳县级公安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在

&

月底以前顺利完成& 南阳市公安局于
%

月

*

日召开了全市县级公安机关机构改革动员

誓师大会!对规范县级公安机关机构设置工

作进行了具体安排部署,,

#延津经验$或可借鉴
记者昨日从有关部门获悉!延津县公安

局作为新乡市规范县级公安机关机构设置

工作的试点单位!在多方调研$充分酝酿的

基础上! 积极推进县局规范机构设置工作!

目前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相关工作已基本

完成&

规范机构设置前! 延津县公安局共有

"(

个内设机构& 规范机构设置工作中
+

延津

县公安局结合实际! 将内设机构精简为
"$

个
,

其中执法勤务机构
*

个$综合管理机构
%

个
-

&

*

个执法勤务机构分别是'指挥中心*加

挂办公室牌子+!承担原办公室$指挥中心$

宣传科工作职责(国保大队!负责国内安全

保卫$反邪教工作(刑事侦查大队*加挂延津

县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牌子+! 负责刑事犯罪

侦查$刑事科学技术以及禁毒工作(交通管

理大队!负责交通管理$道路治安巡逻工作(

治安管理大队!承担原治安大队$特勤大队

职责!负责治安管理$户政管理$出入境管

理$公共场所$特种行业的管理以及突发性

事件处置等工作(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大

队!负责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监察和保护工

作(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负责经济犯罪案件

侦查工作&

%

个综合管理机构分别是'政工

监督室*加挂纪委$监察室$督察大队牌子+!

承担原政治处$纪委$督察大队职责(法制

室!承担原法制室$控申科职责!负责公安法

制$公安信访工作(警务保障室!承担原行管

科职责!负责财务装备$警务保障$科技管理

和后勤服务工作&

规范机构设置后!延津市公安局派出所

警力
""!

名!占总警力比例为
!$.+

基层一线

警力
'"%

名!占总警力比例为
)'/#".

&

近日!省政府下发了-河南

省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编制规

范.$-河南省政府信息公开保密

审查制度.$-河南省关于违反政

府信息公开规定行为责任追究

制度.等文件!对我省政府信息

如何发布以及怠于发布等问题

一一做出规定! 这些规定均从
!

月
"

日起正式实施&

政府发布的决定 $ 命令 (法

院$检察院制定的在审判$检察业

务中适用的规范性文件等! 这些

被老百姓称为 )红头文件 %!按照

要求!这些)红头文件%都要公开&

公开的政府信息包括政府机构职

能和领导名单! 政府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 行政许可及办事服务的

事项$依据$条件 $数量 $程序 $期

限以及申请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

目录及办理情况$ 重大建设项目

的批准和实施情况等&

省政府要求!属于主动公开范围

的!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

起
'$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

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属于依申请公开的政

府信息!申请人可以在该政府网站上

填写电子版 -申请表.! 通过网上报

送!也可以通过信函$电报$传真的形

式提交申请&申请人提交书面申请书

确有困难的! 可以口头提出申请!由

受理机构工作人员代为填写申请表!

经申请人确认后生效&

受理机构在收到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当场予

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自收到

申请之日起
"!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

复(需延长答复期限的!经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告知

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超

过
"!

个工作日&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不依法履

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 可以向

上级行政机关$ 监察机关或者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 (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行

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在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

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因保密问题未公

开相关信息存在质疑的! 可以向政

府信息产生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要求该机关说明不予公开有关信息

的依据和理由&同时!行政机关违反

有关规定! 公开涉及国家秘密的政

府信息!造成泄密事件的!依照有关

规定进行查处(情节严重的!对行政

机关直接负责保密审查的主管人员

和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机关不按照规

定的方式$ 程序及时间

和内容公布政府信息的!

对收到的不履行政府信

息公开义务的举报不积

极处理的!未建立健全政

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

制的!违反政府信息公开

新闻发布等工作制度等!

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

机关责令改正(情节较重

的!对行政机关进行通报

批评(情节严重的!对行

政机关主要负责人依法

给予处分&

行政机关存在不依

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

务的! 不及时更新公开

政府信息内容$ 政府信

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

公开目录的! 违反规定

收取费用的! 公开不应

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等 !

将由监察机关$ 上一级

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情

节较重的! 对行政机关

进行通报批评( 情节严

重的! 对行政机关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红头文件&全部公开

申请要求
#$

天内要有答复

政府信息不公开可举报

不公开的信息要说明理由

未及时公开信息的

要被追责

安报记者 李红 实习生 张林

成品和半成品在一起

造假者安装摄像头应对检查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