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蛹虫草市场缺口大! 我单位免费培训
技术!供高产菌种!保护价收购!一间
房

!"

天收获可得到
#"""

元左右!欢
迎考察省农科院内!

!$%$&'(!)

办"

! "

()*+,- ./01

本公司最新研发的新型正负脉冲蓄电池修复仪 #国

家技术监督局
*+'$!

推荐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可修复

各种废旧蓄电池$修复效果如新$开家电瓶修复店投资千

元!日修复
*,-.$

组!

&/-.""

元
0

组!修复成本不足一元%

来人自带电瓶!试验满意再办理$ 诚征各市县代理商$

郑州美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短信索函!

!"#$%&!'%&&

电话!

$%(!)&%**!''&

网址!

+++,--./0-,12.

# $

% &

扑克麻将饼九技术!包教包会!经

营各种新麻将机隐形程序! 百家

乐软件等各种高科技娱乐产品$

2345

!%#%* 333 !!!热线&

"'%.-!'1'2!!&

6789:;<=

!"# $%&'()*+,-.

/012 34.56789:;<=

>?@AB2 $CD*+EFGHI

JKLMNOP%&Q'(2,-7R

ST9:;<?2UVWXG;Y62

DZ[\]^_`a@bcdeL

'(")

!

大通专利信誉好
!$1'/(1!

本场系黑白花奶牛繁

殖农场" 现因当地乳业疲

软"鲜奶饱和"决定向外售

牛"小牛
*$$)!'$$

元"带胎带奶牛#日产奶
%$

公

斤$

3'$$)""$$

元"另大量出售夏洛莱%西门达尔%黑

星%利木赞等肉用牛犊"本场食宿及一切手续免费"

专车送牛到家&单位!山西省奶牛繁育中心国营红

旗农场 联系人!文全 电话!

$%"$)&$(&%&&

手机!#

$

'

!%#%"$'&*$'

#常开'

>?@ABC

扑克麻将饼九技术!包教包会!经

营各种新麻将机隐形程序! 百家

乐软件等各种高科技娱乐产品$

2345

!% (%% *%% #%%

*+,-

DEF+GHIJ !"!##$"%

专业修各种挖掘机空调
!$/'&.(/

上门修各种制冷设备
.'($'2/$&&&

6KLMNO

我厂新开发的各种电子产品! 为完成销售计
划!诚寻组装合作者$全年免费供件

(3'"

万只!组
装费

2-.!

元
0

只$并派专人上门管理及技术指导$

预付
&"!

组装费$ 来人一律先免费学习!签订法律
合同!对广告负法律责任$

电话&

"'%'-%'($$$&

手机&#

"

"

.$&'!."(1!&

联系人&张主任 河南省新乡鑫达电子机械配件厂

年百万广告费大力支持加盟

商 "零风险 %低投入 %高回报 $

'%PQRD/STUUUVWXY

!"#$%!"#$%&'"()("*+++$'*(,,"*'&"++$',"&,("$&*

蓝功厨具让您每年可以省出一辆小汽车&

一个电话
4

终身致富的商机

地址!郑州市黄河路
%&

号青青商务酒店
#$'

室

Z[\]^_`a

最小投资!庞大市场!巨额利润!呼啦圈之后又

一风靡全社会畅销的健身娱乐新产品
!%'1%$!$

bcdefghi

jklmno

#

"

"

.'"'"'&2&11

一炮走红 生意红火

!$&'2111 !("'"1&1

pqrs ]tuvw

热心红娘 免费交友

./01

!

门头店面装修
.'!2'&$(11$

2345

质纯耐熬 !无色无烟 !美观高雅

供货热线 &

!$$.&"!( !$!1%2%(

xyAz'{|T}

$

升'

24(

升'

.4!

升'

("

公斤'调和油'大豆油

!.''("!&

(

(2

小时)

~�rsTz9��

����W��=�

!&!&!'2' !$%'%%&"

网址&

55546789:;:<=

~�rsTz9������W��=�

海
天
货
运

�y �� ���

全
国
货
运!%+>'/!'

6 7

!

巾帼保姆男护理洗地毯
!%1'&&&2

89:;

郑州瑞表维修中心
!&/>+'$!

瑞表专修'保养!回收名表'古表

<=,-

男女公关!要求形象好!工资
日结!月薪丰厚$

>$//'&11++&

~������

!

商务聊天交友导游
!>'&''&'

聘

";>?

! @

!

专补房改房超标
>'&'&'$%&!%

ABCD

E F

!

转金博大西边冰淇淋店
!!!%'++'

!

转大学城楼梯间旺铺
>'%&'!22!>&

!"

!""#$"%$&!

Gfgh

-%./01234/563789/:;;<=;.<=>

责任编辑 伍红梅

用如此的高效率! 一部法

规专为一场地震的灾后恢复重

建而立! 这在中国立法史上可

谓罕见$ 重建条例的诞生!将在

中国法制史上留下大写的一

笔$ 这一笔!代表了一个人民政

府对
>'

亿人民的理性承诺*这

一笔!标志着依法行政的水平大

幅提升$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选择

法治快速应对!对于中国中央政

府来说!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

+//'

年!面对非典肆虐!(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出台也

可谓+神速,&

2

月
>%

日!国务院

常务会议提出抓紧研究应急条

例的要求*

$

月
%

日!国务院常务

会议就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该条

例草案*

$

月
1

日!该条例正式对

外公布实施$

近年来!依法行政!日益成为

政府自觉遵守的准则$

+//2

年
'

月
++

日!国务院印发(全面推进

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向国民和世

界承诺&用
>/

年左右时间!基本

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此后!

朝着这一目标! 中国政府加快步

伐&(行政许可法)'(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行政复议法实施条

例)'(突发事件应对法)--法治

政府的框架更加清晰$

这一次! 面对无情震灾!依

靠(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等法律+尚方宝剑,!我

国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

务水平得到极速锤炼$

从法规条文看!这部高效率

的立法!也有着高质量&以人为

本的原则*对损毁的重要公共设

施的工程质量鉴定提出了明确

要求*恢复重建规划要吸收专家

参加!充分听取地震灾区干部群

众意见*对学校'医院等公用设

施的抗震设防提出了特殊要求*

严格的监管规定--人本'公平

的法治精神闪耀其间$ 公众关注

的热点'焦点!也都能从中找到

答案$

通过立法!应对灾难的经验

教训!会真正变成一笔可以继承

的财富$ 这笔财富!将让我们有

力量去从容应对更大的挑战$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

例)

!

月
&

日公布施行! 为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提供了重要法制保

障$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一项基本

方略! 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后的救

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也必须依

法进行$ 国务院公布施行的条例!

确立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

方针和基本原则! 规定了一系列

制度和措施!体现了以人为本'执

政为民的时代精神!是各地区'各

部门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重

要法律依据$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必须坚持

以人为本'科学规划'统筹兼顾'

分步实施'自力更生'国家支持'

社会帮扶的方针和相关原则$ 条

例对此提出了具体要求$

>2//

多

万名被转移群众的妥善安置!是

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和紧迫任务$ 条例对过渡性安置

的方式方法'安置地点选址'配套

设施建设以及资金和物资的分配

使用等作出明确规定! 要求安置

资金' 物资和临时住所的分配使

用公开透明$

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必须尊重

科学'着眼未来$ 规划是实施恢复

重建的基本依据! 对规划的编制

主体'原则'要求和程序!条例都

已作出规范! 并且要求吸收有关

部门和专家学者参加! 充分听取

地震灾区干部群众的意见! 批准

的规划要及时公布$

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承担起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责任$ 条例

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灾后恢

复重建中的具体职责作了明确规

定$ 灾区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有计

划' 分步骤地组织实施灾后恢复

重建!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支持'

协助 ' 指导灾区的恢复重建工

作$

资金筹集与政策扶持! 是顺

利开展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保

障$ 为了保证恢复重建资金的有

效筹集! 加大对恢复重建的政策

扶持力度! 条例明确了恢复重建

的资金筹集与政策扶持原则!并

对恢复重建资金' 物资和工程质

量监管作了严格规定$

灾后恢复重建必须依法进

行$ 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抓紧落实

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灾后恢复重

建的部署!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

求统筹安排各项工作! 严格执行

条例的各项规定! 依法开展恢复

重建工作! 坚决打好恢复重建这

场硬仗!确保恢复重建工作有力'

有序'有效开展$

#人民日报评论员'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

日前公布施行!针对条例规定的有关

内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政府研究所所长于安表示!条例运用

过程和行为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对各

种恢复重建活动应当遵循的法律原

则和具体权利义务作出了相当系统

和比较全面的规定$

于安介绍! 条例以过渡性安置'

调查评估'恢复重建规划'恢复重建

实施等阶段为基础!规定了灾后恢复

重建各方参加者在不同阶段的权利

义务! 以及救灾资源分配的优先次

序$

过渡性安置!是解决受灾群众临

时住所和初步恢复工农业生产的临

时措施$ 对灾区群众的过渡性安置!

采取就地安置与异地安置'集中安置

与分散安置' 政府安置与投亲靠友'

自行安置相结合的方式$灾区政府根

据实际条件为灾区群众提供临时住

所$ 过渡性安置用地按临时用地安

排!实行特殊行政程序!先行使用土

地! 事后再依法办理有关用地手续$

在恢复工业生产上!灾区人民政府应

当优先组织供电'供水'供气等公用

企业恢复生产$

调查评估!是为制定灾后恢复重

建规划提供依据的准备性措施!由国

务院有关部门负责组织$地震灾害调

查评估采用全面调查评估'实地调查

评估和综合评估的方法!确保数据资

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评估

结论的可靠性$对毁损严重的学校等

公共服务设施的工程质量鉴定!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

和专家进行$

恢复重建规划!是进行地震灾后

恢复重建的基本依据!任何单位和个

人都有义务遵守灾后恢复重建规划

和规划管理$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编

制主体是法定的政府及其部门$规划

的编制程序是开放透明的!应当吸收

有关部门'专家参加!并充分听取地

震灾区受灾群众的意见!重大事项应

当组织有关方面专家进行专题论证*

国务院批准的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

划应当及时公布$

恢复重建的实施!由灾区省级政

府负责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提供支

持'协调和指导$ 条例对政府和有关

部门的职责! 对地震灾害现场的清

理'保护'防疫和废旧物资的利用!对

灾后恢复重建的防震标准!建设工程

的选址'设计'施工'建材和监理'验

收诸建设环节提供了明确要求$条例

特别规定对学校等人员密集的公共

服务设施!应当按照高于当地房屋建

筑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设计$

恢复重建的资金!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通过政府投入' 对口支援'社

会募集和市场运作等方式筹集$国家

用财政资金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捐款捐物!依法投资地

震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

恢复重建$政府实行特殊政策支持灾

区灾后恢复重建! 其中包括税收优

惠'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向有关贷

款项目提供财政贴息'优先在灾区安

排建设项目'优先纳入国家资助政策

体系!同时简化行政审批手续$

+条例规定的法律义务具有极强

的法律约束性$ ,于安说!条例设立了

监督管理制度!还对从事灾后恢复重

建的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建设工

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建设单

位规定了严厉的违法责任$

+监督管理制度和法律责任体系

的建立为条例规定的法定义务的履

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于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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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国

务院公布实施"汶川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条例 #

?

以

下简称重建条例
@

! 标志

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纳

入了法制轨道$面对更为

繁杂的灾后重建工作!政

府本有多种方式可选择!

比如早已习惯的行政命

令%制定政策等$但是!国

务院又 一 次 选 择 了 法

治&&&用刚性的法规!更

好地促进和规范灾后重

建工作$重建条例的高效

出台!生动诠释了政府依

法行政理念的深入!体现

了政府行政水平的提高$

)*+,-./0$

核心提示

灾后恢复重建要依法进行

灾后重建'

法治(领跑)

专家详解'震后重建参加者的权利义务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等'

灾后依法恢复重建(路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