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报讯 !首席记者 李红 见习记

者 王俊"觉得目前推行的城镇基本医

疗保险还存在哪些问题! 还需要在哪

些地方予以完善! 即日起"您就可以

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向人大提出来#

省人大常委会拟在今年
!!

月举

行的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听取和审

议省政府关于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情况专项工作报告"了解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和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基本情况$存在

问题及改进措施"督促政府部门进一

步加强医疗保险制度建设"规范和完

善医疗保险服务管理"保障我省城镇

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需求"缓解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此次征集

意见建议" 就是想充分了解民情民

意"为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做好

准备# 即日起"您可向所在地的人大

常委会寄送对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的意见和建议"

"

月
#$

日之

后"您可将所提意见和建议直接寄送

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邮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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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报讯 !记者 李向华 通讯员 吕峰"记

者昨日从省检察院获悉"为进一步推动全省

反贪查案工作深入健康发展"省检察院结合

正在开展的%大学习$大讨论&和%新解放$新

跨越$新崛起&大讨论活动"决定从
"

月开始

利用
'

个月时间"在全省检察机关反贪部门

开展集中查办大要案活动#

为保证集中查办大要案活动取得实

效 "省检察院专门制定下发了 '全省检察

机关反贪部门开展集中查办大要案活动

实施意见(" 要求各级院必须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 "检察长要经常听取汇报 "及时解

决查案中存在的困难$问题"从办案力量$

装备 $经费等方面做好重点保障 "积极协

调外部关系 "为查案排除阻力干扰 "坚持

带头办案)主管副检察长是该项活动的总

负责人"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大要案的查处

上"亲自组织指挥"参与重点案件的查处)

反贪局长是直接责任人"要亲临一线指挥

办案 "关键环节亲自讯问 "关键证据亲自

审核"重大问题亲自把关#

据悉"此次集中查办大要案活动"省检

察院将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大

要案$ 城镇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大要案$

涉及民生特别是涉农职务犯罪的大要案$上

级院批转特别是要结果的大要案$高检院和

省院挂牌督办的大要案等七类案件确定为

查处的重点" 要求上级院带头办理大要案"

为下级院作出表率)实行案件线索上提一级

初查机制"解决要案启动难问题)有效运用

%抓系统$系统抓&方法"深挖窝案串案)充分

发挥侦查一体化机制作用"强化省市县三级

联动机制"整合侦查资源"形成查案合力)运

用手机定位$电子证据辨认$心理测试等技

术侦查手段"强化侦查基础信息工作"全力

推动集中查办大要案活动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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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 !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晋怿哲 李

海英"昨日"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省公安厅

决定在全省基层和一线民警年度集中轮训

中全面推行%轮训轮值$战训合一&训练模

式"年度内基层和一线民警必须参加不少于

(&

天的集中训练# 省公安厅决定把%轮训轮

值$战训合一&培训班建成一支应急机动力

量#

据悉"%轮训轮值$战训合一&训练模式

是符合警务实战训练规律$ 优化警力配置$

克服战训脱节$提高训练效能"适应基层一

线实战需要的一种科学施训方式# 参加%轮

训轮值$战训合一&的民警"既是集中进行政

治$业务$法律$技能$体能以及心理素质训

练的学员"又是一支市$县公安机关统一指

挥调动的应急机动力量#这种训练模式对完

善警务工作机制" 提高公安队伍的快速反

应$协同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省公安厅明确要求"要坚持把集中训练

作为基本练兵机制抓好落实"年度内基层和

一线民警必须参加不少于
)&

天的集中训

练"全面实施%轮训轮值$战训合一&模式#省

辖市公安局采取分警种进行的方式"直接调

训全市基层和一线民警总数的
*+!

以上#

省公安厅表示"在组织%轮训轮值$战训

合一&训练班时"各地公安机关将按照要求"

根据参训民警科学分类"按战斗单位编组编

队"实行封闭式军事化管理"并建立与本级

公安机关指挥中心的联动机制"遇有突发案

件"随时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省公安厅还对推进%轮训轮值$战训合

一&训练的基础保障和训练内容进行了相应

的规定"近期"将围绕
,

月底一线民警单警

装备配备全部达标的目标"重点加强使用技

能训练"切实提高民警掌握新科技$使用新

装备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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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三国故地许昌县! 满眼是

迎接奥运的宣传条幅! 让你一下子

便感受到浓浓的奥运气氛"

许昌县委常委# 县委政法委书

记王书田说! 为了做好奥运会期间

许昌县的安全保卫工作! 全县政法

系统已经采用了$

&"#

%和$白
"

黑%

的模式开展工作! 即一周
&

个工作

日干不完的活!周末两天接着干!白

天干不完的活!晚上接着干"

确保奥运期间许昌县治安形势

稳定!顾全全国奥运大局!成了全县

政法干警心头的一桩大事"

据王书田介绍!许昌县环抱许昌

市区! 总面积
)$$#

平方公里! 辖
)-

个乡镇!

%%&

个行政村!

*

个居委会!

总人口近
"$

万!京广铁路#京珠高速

公路和
)$*

国道纵贯南北!

'))

国道

横穿东西" 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独

特的地理位置使许昌县交通繁忙#人

口流动频繁" 今年年初到
%

月!在许

昌县境内的郑许快速路# 许开公路

上!时有扒车越货案件发生" 而这些

案件! 基本集中在京港澳高速公路#

京广铁路之间的许昌县尚集镇境内"

尚集镇属于该县工业聚集区!工

厂林立!人口相对密集!又正好处在

郑许城市快速路上!治安状况相对复

杂" 从
&

月开始!县委政法委组织在

尚集镇召开现场动员会" 之后!尚集

镇党委#政府发动党员干部和群众集

中举报违法犯罪嫌疑人!很快收集到

大量线索!尚集镇派出所连续重拳出

击!打掉多个扒车越货和车匪路霸团

伙" 许昌县以点带面!同时在县内重

拳打击$两抢一盗%违法犯罪行为" 截

至
-

月底!侦破$两抢一盗%案件
)-&"

起! 其中包括
)%

起省公安厅督破的

案件!社会秩序进一步稳定"

在严厉打击# 严密防范之下!许

昌县的艾庄乡也出现连续
-

个月没有

发生一起$两抢一盗%案件" 王书田高

兴地说! 艾庄乡甚至没有出现一起涉

法涉诉的上访案件! 连一起到县里来

上访的也没有" 此外!在
"

月之前!许

昌县办结了多起涉法涉诉的上访案

件!长期上访的群众问题解决了!情绪

稳定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也消除了"

王书田说!奥运会即将开幕!奥

运安全保卫的任务也更加繁重!许

昌县公检法司等政法部门# 综治部

门已经做好了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

准备!迎接奥运会的胜利召开"

记者感受#

初到许昌县"第一感觉就是这里

的政法干部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待来

访群众全心全意# 我感受最深的"是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赵同振为了安抚

一位来访群众" 居然把自己的现金

一次又一次借给对方" 最终感动了

来访者"上访者亲切地称他为%同振

叔&# 我想"要是政法干部中多几个

%同振叔&" 群众的问题肯定会得到

圆满解决"社会将更加和谐$平安#

本期美编 李 茹 曹松柯 校对 汤青霞 王晓林 段 峰

!

月
"

日 星期二 阵雨

##

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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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记者 杨 勇

安报讯
"

月
'

日"中央党校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科学发展$

促进和谐暨义马经验& 高层研讨

会在义马市召开#

近年来"义马市委$市政府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的决策部

署"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改革创

新为动力"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

社会和谐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尤

其是积极提升信访工作理念"创造

性地建立了群众工作新机制"有力

地促进了社会平安和谐稳定"对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

用#义马经验的涌现"是中原大地

近年来不断解放思想$ 不断改革

创新的一个缩影" 是河南人民大

胆改革$ 勇于探索的一个有力体

现# 三门峡市委$义马市委的主要

领导在研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并

表示将以贯彻落实省委八届八次

全会精神$深入开展%新解放$新

跨越$ 新崛起& 大讨论活动为契

机" 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创

新" 以思想的大解放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大跨越# 研讨会在义马

的召开将进一步总结提升和丰富

义马经验的内涵#中央党校$国务

院政策研究室$ 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民政部$国家行政学院$中央政

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

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学者围绕

义马经验进行了研讨# !李 健"

全省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将集中
查办大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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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公安机关全面推行$轮训
轮值%战训合一&训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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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
等七部门专家
调研义马经验

昨日
)$

时许! 一辆三轮车因

违法载人被登封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四中队民警韩旭峰查获!与以往

不同的是!韩旭峰并没有对司机进

行处罚!而是先赠送司机一本交通

安全宣传册!然后对照册子里面的

交通安全常识对其进行现场教育"

北京奥运会即将开幕!为打好

奥运安保攻坚战!确保奥运会期间

不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登封市交警

大队民警加强对国道#省道等主要

道路的安全检查! 重点对超员超

载#农用车违法载人等行为进行现

场治理" 除了发放安全宣传册外!

民警还用典型案例教育司机和乘

客要遵守交通法规!珍爱生命"

安报记者 张书峰 李飞

通讯员 袁俊锋 张朝晖 摄影报道

迎奥运 保畅通

!上接
$%

版"

据悉"去年以来"省委政法委组

织全省政法系统狠抓涉法涉诉案

件的处理"坚持 %人要回去 $事要

解决$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群众满

意&的结案标准"坚持%两查一访&的

工作机制"对涉法涉诉进京非正常

访案件进行强力督察$ 对复杂疑

难案件进行评查" 对报结的案件

当事人进行回访" 在全省政法系统

的共同努力下" 涉法涉诉案件得到

了基本解决#今年以来"中央交办我

省
#$$*

年赴京非正常访案件
%"$

人"目前已办结
%*-

人)从中央政法

委逐月领回的案件和省联席办交办

的案件共有
)-,,

人 " 也已办结

))$$

余起# 这场现身说法报告会的

四起案件就是省委政法委交办后经

过认真处理"当事人比较满意"又签

订了息诉罢访保证书的案件#

李承先在主持$点评时指出"奥

运会召开在即" 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任务十分艰巨" 全省各级党委政法

委和政法部门领导一定要高度重

视"下大力气"切实把涉法涉诉信访

工作做好#工作中"必须带着对人民

群众的深厚感情去处理涉法涉诉信

访问题) 必须坚持群众满意这个根

本标准" 把群众满意作为我们工作

的出发点和归宿) 必须坚持因案施

策"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必须

严格实行责任追究" 以责任追究推

动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解决) 必须

加强源头治理" 从源头上减少涉法

涉诉信访问题的发生) 必须长期坚

持领导包案$领导接访制度"通过接

访"了解群众诉求"发现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 大家要

树立信心"克服松懈厌战情绪"动

真情$下狠劲$下真力"扑下身子"

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认真解决群

众反映的问题" 努力化解各种社

会矛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确保

北京奥运会期间不发生来自河南

的干扰"为构建和谐社会$创建平

安河南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