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报商丘讯!记者 张 东 实习生

蒋 明 通讯员 谢 飞"近日!由人民日

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

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中国青年

报等中央主流媒体组成的记者采访

团!深入商丘梁园区对好民警张磊的

先进事迹进行了全方位" 多角度"深

层次的集中采访报道#

去年
!

月
!

日!年仅
"#

岁的商丘

市公安局梁园分局建设派出所原指导

员张磊在办案途中遭遇车祸! 不幸牺

牲$他多年来恪尽职守%秉公执法"心系

群众"无私奉献的事迹被各级新闻媒体

陆续报道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引

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公安部原

部长周永康! 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

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孔玉芳!商丘原

市委书记刘满仓!商丘市委政法委书

记胡向阳等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向张

磊同志学习$ 日前!中宣部将张磊同

志的先进事迹列入'时代先锋(!并组

织人民日报等
$

家中央主流媒体集

中对张磊的先进事迹进行采访报道#

济源水最清
信阳天最好

安报讯!记者 王建芳")出境断面水

质综合平均达标率为
%&&'

的是济源等
(

个市!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优良天数

最多的是信阳市# *

)

月
"$

日!在全省环

保工作会议上! 省政府办公厅通报了

"&&*

年度环境保护责任目标完成情况$

"&&*

年省政府与
%$

个省辖市政府

签订了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 明确了各

省辖市环境保护和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的工作任务$经考核验收!

%$

个省辖

市较好地完成了与省政府签订的
"&&*

年度环境保护责任目标! 全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郑州"洛阳"平顶山等
%"

个市

政府被评为完成目标优秀单位$

据 #京华时报$ 报道
)

月
"$

日!北京市政府公布今年
%+

项立

法计划!)加强公共安全管理 *成

为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 其中拟

修订的'天安门地区管理规定(明

确规定天安门地区的商业"文化"

服务等设施要进行统一规划 !由

公安机关统一对天安门的安全情

况实施安检!包括对刀具"易燃易

爆及各种违禁用品的监测$ 该规

定出台后! 天安门安检将成为一

种全年的常态! 公安机关可随时

对广场上的人员进行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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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星期日 晴

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

!

安报记者 杨家军

昨日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给麦

苗增添了生机!看着在细雨的滋润中

显得分外翠绿的麦苗!

%"

名青年村

乡井庄村巡防队员都笑了!一名巡防

队员说"#每人承包的两亩农田今年

肯定有个好收成!我们更有信心和精

力做好全村的治安巡防工作$ %

在漯河市召陵区青年村乡井庄

村巡防办公室内!我看到该村同巡防

人员签订的治安承包协议书"经村支

部& 村委会和村民代表联席会议研

究!决定通过#以地代酬&治安承包%

的方式组建专职治安巡防队''乙

方(承包方)在合同期内获得两亩土

地的使用权作为专职巡防的报酬!巡

防队值班每班不少于
+

人! 实行
"(

小时值班! 维护好本村的社会治安!

重点是夜间巡防* 因巡防队巡防不

力!责任心不强!导致发生重大盗窃

事件的!巡防队应承担相关责任''

目前!由于农村留守人员多为老

弱妇幼!义务巡防难以组织!不法分

子容易钻治安防范的空子!盗窃案件

时有发生$ 青年村乡党委副书记&人

大主席金胜利说"#为了扭转这种局

面!乡里经过研究!并广泛征求群众

意见! 决定利用各村土地多的优势!

实行+以地代酬&专职巡防,的办法!

通过签订治安承包合同!把村里的一

些机动地承包给经过严格选拔的巡

防人员作为报酬!组建起专职巡防队

伍!确保治安巡防落实到位$ 全乡已

选出专职巡防队员
%!$

人! 组建了

%$

支治安巡防队$ %

青年村乡海王子村根据实际!取

得群众一致认可后!采取了更加灵活

的形式" 把村内的
)+

亩机动土地承

包给村民! 村委会公开招聘
%+

名专

职巡防队员(

%$

岁至
(&

岁之间的男

性本村公民)!签订治安承包协议!每

人每月发
%+&

元工资!由承包土地的

村民承担*巡防队员接受村委会管理

和群众监督!每季度评议一次!不称

职者解除合同!重新招聘$

#召陵区底子薄! 农业人口占

$&!

!全区各乡镇实行+以地代酬&

专职巡防, 的办法建立治安巡防队

伍!符合当地实际!也是农村治安巡

防的新路子&新举措$ %召陵区委政

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李来轩说!

#该做法值得在全省乃至全国经济

基础薄弱的农村推广$ %

!"#$

安报讯 !记者 李向华 郭富昌 通

讯员 李光惠")公诉工作的质量和水

平!直接关系到检察工作的整体水平!

关系到检察机关的执法形象$ *

)

月
"*

日"

"$

日!在栾川县举行的全省检察机

关公诉部门重刑案件办案质量座谈会

上!省检察院检察长蔡宁指出!加强公

诉工作!要在保证和提高案件质量"提

高办案效率"增强办案效果"强化诉讼

监督"队伍建设等
+

个方面下工夫$

蔡宁说! 公诉工作在刑事诉讼中

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承担着依

法指控犯罪" 实施诉讼监督等重要职

责!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司法公

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前!公诉

工作正处在发展的关键阶段! 还存在

一些影响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和薄弱环

节$ 所以!我们必须把加强和改进公诉

工作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蔡宁指出!加强公诉工作要在保

证和提高案件质量上下工夫$要进一

步做好办理公诉案件的基本功!提高

公诉工作的规范化程度!加强案件质

量管理和工作机制引导$加强公诉工

作还要在提高办案效率和增强办案

效果上下工夫!在为大局工作服务中

增强办案效果!在深入落实宽严相济

刑事司法政策中增强办案效果!在提

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中增强办案

效果$加强公诉工作还要在强化诉讼

监督上下工夫!在进一步抓好公诉队

伍建设上下工夫$

省检察院检察长蔡宁要求提高重刑案件办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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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是全国第十三个中

小学生安全日! 内乡县交警大队

民警来到地处山村的西庙岗乡石

碑营小学!为这里的
%&&

多名留守

孩子带去了主题为#迎人文奥运!

建和谐校园%的宣传活动! 民警针

对学生容易出现的交通违法行

为!向孩子们宣讲交通安全法规!

教育学生如何预防交通事故 !提

高自我保护能力$

安报记者 刘俊锋 王海锋

通讯员 晓东 小五 摄影报道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我

国将从
"

月
#

日起陆续推广使用新

版机动车驾驶证$ 改进后的驾驶证

使用了
$$

项防伪技术!并且增加了

记载发放驾驶证信息的一维条码$

据悉!改进后的驾驶证将分
"

批在全国推广使用+河南省在
%

月

&

日开始推广使用,! 正式启用的

地方对初次申领驾驶证的机动车

驾驶人核发新驾驶证! 不得再使

用旧版驾驶证- 对已核发的旧版

驾驶证! 只在办理换证和补证业

务时换发新驾驶证$

'(

月!全国将

统一核发改进后的驾驶证$ 驾驶

证工本费仍维持国家核定的每本

'(

元的收费标准$

据%新京报 &报道 国家安监总

局消息!

(

月
%

日将在湖南省浏阳市

召开研讨会!研究讨论'烟花爆竹建

设工程设计安全规范+讨论稿,($讨

论稿中规定!危险品的销毁采用烧

毁法时! 一次销毁药量不应超过

"&

千克! 危险品销毁场作业边缘

距场外建筑物的外部最小允许距

离不应小于
!+

米$ 烟花爆竹企业

离住宅区边缘!村庄边缘!学校!职

工人数在
+&

人及以上的企业围

墙!有摘挂作业的铁路车站站界及

建筑物边缘!

""&

千伏以下的区域

变电站围墙!

""&

千伏架空输电线

路的距离!都将有准确的规定$

安报讯!记者 王建芳 汲瑞 通

讯员 朱豫建")我省关闭了
+%&

条

水泥立窑生产线!关停了小火电机

组
"##

万千瓦装机容量!

"&&*

年!

全省主要污染物
,-.

和二氧化

硫排放量首次呈现.双下降/$ *

)

月

"$

日!省环保局局长李庆瑞在全省

环保工作会议上说!)

"&&$

年!我们

除了继续实行节能减排目标问责

制%.一票否决/ 制及与各省辖市政

府签订目标责任书外! 还要进一步

强化环境法治! 严厉打击环境违法

行为$ *在总结过去
+

年全省环保

工作取得的成绩时!李庆瑞局长指

出了过去
+

年我省污染减排取得

的重要进展!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

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初步呈现

相互促进的良好势头$

"&&*

年!全

省省辖市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水

质%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

质%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均

达到了近年来的最好水平$取得如

此大的成绩!一个突出的做法便是

强化执法! 有效遏制环境违法行

为!比如加强地方立法工作!相继

出台了'河南省排污费征收使用管

理办法(%'河南省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河南

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 等-加

强现场监察频次!明察暗访!严肃

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等$

会上! 李庆瑞公布了
"&&$

年

的工作重点及必须完成的几项指

标&全省主要污染物
,-.

和二氧

化硫当年排放量分别较
"&&+

年下

降
+/+'

和
!0"'

- 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取水水质平均达标率不低

于
#!!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优

良的天数平均不低于
"#&

天$

会后 !

%$

个省辖市分别向省

环保局递交了
"&&$

年环境目标

责任书$

$月 %日起
推广使用新版驾驶证

一次销毁鞭炮量
不应超 %&千克

天安门地区管理规定拟修订

警方可随时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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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中央主流媒体
采访张磊先进事迹

进一步强化环境法治 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