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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 洛阳两地区和南阳

地区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

其他地区阴天间多云$ 全省东北

风
!

级转偏东风
"

到
#

级$ 郑州

市阴天间多云"

$%

到
"!

摄氏度$

安报讯!记 者 段君伟 何永刚
!

文

宁晓波
!

图"

&

月
'(

日 ! 为期两天的全

国省 "区 #市 $综治办主任座谈会在郑

州召开% 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

委副秘书长# 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

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陈全国致辞%

陈冀平在讲话中指出 ! 各级综治

部门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 按照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 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振奋精神 !扎

实工作!充分发挥综治优势!认真组织

开展 &两个排查 '活动 !加强和改进社

会管理!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全面落实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 ! 深入推

进平安建设! 进一步推动综治工作再

上新台阶%

陈冀平对今年前
&

月的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 !今

年
$

到
&

月!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正确

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和平安建设 ! 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综治组织和有关

部门在抗击冰雪灾害#抗震救灾 #维护

西藏及其他藏区稳定 # 落实平安奥运

等各项工作中! 充分发挥综治工作优

势 !认真开展 &两个排查 '!预防 #发现

和化解矛盾纠纷 ! 整治治安混乱地区

和突出治安问题 ! 加强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 全面提升社会治安防控能

力!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取得

了明显成效%

陈冀平指出!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各

级综治组织不辱使命! 较好地完成了党

和人民交给的重任! 为北京奥运会的成

功举办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赢得了充分

的肯定% 他要求各地要认真总结在奥运

安保工作中创造的典型经验! 并通过规

范化#法制化等形式固定下来%要严格落

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 进一步推

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和平安建设工

作措施在基层落实%

陈冀平强调! 在新的形势下要维护

好社会稳定! 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 要切实加强基

层综治组织建设!认真组织开展&两个排

查'活动%&两个排查'是综治工作的基础

性工作!要通过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推动

&两个排查'工作常态化(通过开展&两个

排查'!改进干部的工作作风(通过&两个

排查'发现漏洞和问题!查找隐患和薄弱

环节!提高工作成效!要将&两个排查'工

作常态化!常抓不懈% !下转
"#

版"

安报讯!首席记者 李 红"妇女权

益保障#气象灾害防御#企业职工养

老))昨日召开的省十一届人大常

委会第五次会议上!开始对*河南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办法-#*河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

%

部地方性法规进行审议% 其中!进入

二审的*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亮点颇多
)

此

次会议上有望获得通过%

此次会议会期
!

天% 列入此次会

议审议的议程共有
*+

项!分别是*河

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

保障法,办法
,

修订草案
-

-!*河南省农

业机械化促进条例
,

草案
-

-!*河南省气

象灾害防御条例
,

草案
-

-!*郑州市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洛阳市隋

唐洛阳城遗址保护条例-!省政府关于

全省节能减排工作开展情况的专项报

告! 省政府关于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工作情况的汇报! 省高级人民法

院关于全省法院今年以来工作开展情

况的报告! 省人民检察院关于今年以

来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省人大常委

会赴江油视察慰问工作情况的报告!

关于检查 *河南省进城务工人员权益

保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

郑州等
*.

个设区的市人大换届选举

有关问题的决定
,

草案
-

!关于省十一届

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报告
,

草案
-

!审议

省政府关于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代

表所提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

报告! 省高级法院关于省十一届人大

一次会议代表所提建议# 批评和意见

办理情况的报告! 省检察院关于省十

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所提建议#批

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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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首席记者 李 红"在昨

日召开的全省救治食用含三聚氰胺

奶粉患病婴幼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上传出消息!截至目前!我省已经预

拨
!'/0

万元救治食用含三聚氰胺

奶粉患病婴幼儿% 目前!患儿住院治

疗
"("0

人!重症患者
*&

人!已治愈

""/

例!无死亡病例%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发生后 !省

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食用问题奶粉

患病婴幼儿的医疗救治工作% 徐光

春书记批示要求 &各地要高度重视

患病孩子的治疗工作! 把问题奶粉

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确保

患儿恢复健康'% 郭庚茂代省长主持

召开省长办公会议专题部署! 要求

全力做好救治工作! 确保患儿全部

康复!不发生死亡病例%

按照省委# 省政府和卫生部部

署!卫生厅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

开展患儿筛查治疗工作! 并对各地及

各定点医疗机构患儿筛查和医疗救治

工作实行日报告制度%截至昨日!全省

筛查婴幼儿
%!%**(

人!筛查确证患儿

*((&+

人!住院治疗
"("0

人!门诊观

察治疗
"%+0

例!重症患者
*&

人!已治

愈
""/

例!无死亡病例!所有患儿已经

得到免费救治!患儿家属情绪稳定%

目前! 我省成立了由
"/+.

名专

家组成的
*(&

个专家组!负责对全省

各地进行技术指导和业务技术培训%

省卫生厅要求各定点医疗机构要

坚持首诊负责制!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和我省患儿免费医疗救治政策! 免费

筛查#免费门诊治疗#免费住院治疗!

诊疗过程中不得收取任何医疗费用!

严禁因费用问题延误救治或推诿病

人!凡发现收费现象!一律予以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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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省%区&市'综治办主任座谈会在郑州黄河迎宾馆举行

距第十届亚洲艺术节还有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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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博览会暨东西合作投资贸易洽谈会还有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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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出席并讲话
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