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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 !首席记者 李红 实习生

李海英"记者在昨日召开的省十一届

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获悉!今年

!

至
"

月! 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渎职侵权犯

罪案件
#$"

人!其中!立案侦查公安

人员涉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枉

法犯罪案件
%#&

人!同比上升
$&'

#

代表建议把对公安机关渎

职侵权列为监督重点

据介绍!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

期间!省人大代表对检察机关提出建

议"批评和意见
!

件!即贾作平"赵根

成代表提出的建议检察院把对公安

机关渎职侵权行为的法律监督工作

列为
()*"

年工作重点的建议$

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

渎职侵权行为的法律监督一直是检

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点之一$ 据了

解!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依法查办

了一批公安侦查人员滥用职权%侵犯

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案

件$

(**+

年至
(**,

年!全省检察机关

共立案侦查公安人员涉嫌刑讯逼供"

徇私枉法"玩忽职守等犯罪
%-*&

人$

前
!

个月查处渎职侵权犯

罪案件近千人

根据代表们的建议! 省检察院

下发&

(**"

年全省检察机关反渎职

侵权工作要点'!明确将严肃查办司

法% 行政执法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

案件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

实施的侵犯人权的犯罪案件作为重

点!通过督办%参办%提办等形式加

强对该类案件办理的指导%推动$今

年
%

至
"

月! 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

侦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渎职侵

权犯罪案件
#("

人 ! 同比上升

%.#/

!其中!立案侦查公安人员涉嫌

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犯罪

案件
!#&

人!同比上升
(&'

$

另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对公安机

关侦查活动的监督!推行行政执法与

刑事执法相衔接机制! 防止以罚代

刑%有案不立(推行逮捕必要性和不

捕理由说明制度!提高审查逮捕案件

质量(严格落实案件承办人%部门负

责人和检察长层层把关% 分级负责

制!确保案件质量和效果#

据了解!

!

至
"

月!全省检察机关

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未立案的案

件监督立案
,##

件(对不应当立案而

立案的案件监督撤案
!(*

件(对公安

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

正意见
!&#

件)次*$

安报讯 !首席记者 李红 实习

生李海英 "对刑事案件受害人特别

困难的将进行救助$ 针对在省十一

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 !尹志国代表

提出的 +关于我省法院应建立司法

救助基金制度 ,的建议 !省法院下

发了 &关于刑事案件受害人特别困

难救助实施细则 '! 筹措
!**

万元

资金对刑事案件被害人进行救助$

代表提出
"#

件建议

据了解 !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

议期间 !代表们对法院工作提出了

!0

件中肯的建议 "批评和意见 )以

下简称建议 *!其中 !属于规范法院

工作的建议
,

件$这
,

件建议是-关

于我省法院应建立司法救助基金制

度的建议(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

进一步规范的建议(关于省法院应对

下级法院超过半年未执结案件加大

监督办理力度的建议(关于处理医疗

事故适用法律应统一的建议(关于基

层法官队伍建设是实现公平正义的

基础工作的建议(关于要求法院受理

+三会一部,案件的建议(关于对输血

引起的感染性疾病不予受理的建议$

属于反映具体诉讼案件的建

议
#

件$ 其中!刑事案件
(

件)省法

院二审的
%

件! 中级法院二审的
%

件*(民事案件
%

件 )省法院二审 *(

执行案件
&

件 )申请执行的
-

件 !

反映执行违法的
%

件 *( 申请确认

国家赔偿案件
%

件$

代表建议涉及问题基本解决

据了解 !省法院按照建议的性

质分别交由本院
0

个部门和两个

中级法院进行了认真办理!并向
&%

位代表逐一进行了答复$ 从收到代

表反馈的情况看 !代表们对办理工

作大都比较满意 $

%0

件建议中有

%&

件建议!所涉及问题现已全部解

决或基本解决!占
#+1!'

$

!

件未解

决的案件有中级法院办理后 !代表

提出了重新审查的意见$ 现省法院

已调齐了该案全部卷宗 !对该案正

在审查之中$

针对尹志国代表所提出的 +关

于我省法院应建立司法救助基金

制度,的建议 !省法院下发了 &关于

刑事案件受害人特别困难救助实

施细则 '! 同时筹措
!**

万元资金

对刑事案件被害人进行救助 !截至

"

月底! 省法院已向
#

名刑事案件

被害人家属发放刑事案件被害人

特困救助资金
!0

万元$

建议办理情况纳入绩效考核

省法院于今年
-

月份下发了

&关于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监督的若干规定 '! 把代表

建议作为重要督办事项 !进一步明

确办理的工作程序 "办理期限和流

转办法$ 为切实提高代表意见办理

效率 !将办理期限由过去的
+

个月

缩短为两个月$

另外! 还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

纳入全省法院绩效考核 !对各承办

单位办理情况进行 +三报一考 ,!即

办理结果专报 " 答复情况汇报 "定

期催办通报和年度总结考证 !并定

期通报办理进度和结果$

安报讯 !首席记者 李红 实习生

李海英"公安民警在网上公开亮相!负

责接受网民报警求助! 帮助网民解答

网络安全方面的问题$ 这是近期省公

安厅为治理网络环境推出的新举措!

而促使这项新举措出台的是一份由省

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周遂成等提

出的关于 +进一步加大对互联网整治

力度,的建议$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省十

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获悉!

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转交省政

府
"&0

件建议目前已全部办理完毕$

转交政府的建议占
$%&

据了解 !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

期间!人大代表共提建议
#*!

件!转交

省政府
"&0

件!占到了总数的
#&'

$

按建议所涉及的内容划分-基本

建设类
("&

件!占
++1+'

(政法类
!"#

件! 占
((1('

( 农林水类
!+#

件!占

!01('

(科教文卫类
!+,

件 !占
!0'

(

财税金融类
,-

件 !占
"10'

(工业贸

易类
+(

件!占
+1,'

$ 因不少建议由

多个单位分别或协同办理!政府系统

各单位实际办理建议
!(-#

件 )主办

!*#"

件!协办
!&!

件*!共涉及
&,

个

省直部门和
#

个省辖市政府$

目前! 所有建议全部办理完毕$

从办理结果看! 大体分四种情况-一

是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的

有
!""

件 !占
!,1!'

(二是所提问题

正在解决或列入议程逐步解决的有

,*-

件!占
0-1!'

(三是所提问题因目

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需要以后解

决的有
!&0

件 !占
!-1('

(四是所提

问题留作参考的有
&*

件!占
-10'

$

代表满意率达
$$'%&

从代表反馈意见来看!满意和基

本满意率达到
##1&'

$ 不满意的答复

有
&

件!经有关单位重新办理"答复!

或当面向代表解释后!代表反馈均表

示满意或者基本满意$

据了解! 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

之后!省长"常务副省长"秘书长先后

对建议办理工作做出批示! 责成各位

副秘书长搞好协调督办工作! 要求省

政府督察室与各业务处室搞好衔接!

落实好办公厅协调督办任务$ 省政府

办公厅为此印发了 &关于认真做好省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

通知'!从健全制度"规范办理程序和

答复格式等方面对今年的建议办理工

作进行了部署$

如在办理+关于解决新农村建设

中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时!河南银监

局提出了+积极推进我省农村金融改

革发展!加快推进缓解农民.贷款难/

问题的机制建设!推进新型农村金融

机构试点工作!积极推进农村金融服

务创新!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服务改

革,等工作措施$

对代表们关注的提高教师队伍

素质问题! 省教育厅将其列入
(**"

年厅重点工作!提出了+教师培训年,

活动! 实施农村教师素质提高工程$

在省级教育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拨出

专项经费用于教师培训!计划全年完

成省级
(***

名% 省辖市
!

万名骨干

教育培训任务$

代表出招治理网络环境

省公安厅结合周遂成等代表提

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互联网整治

力度,的建议!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

依法打击整治网络淫秽色情等有害

信息专项行动!推行互联网依法公开

管理! 由公安民警在网上公开亮相!

负责接受网民报警求助!帮助网民解

答网络安全方面的问题$

据了解!自公开管理工作开展以

来!网上秩序明显好转!网络违法案

件明显减少!网民对公安机关管理工

作满意度也明显提高$

发布准确信息方便司机出行

针对开封市尹志国代表提出的

+关于推进高速交警% 路政联合管理

高速公路,的建议!焦作市霍晓丽等

代表提出的+关于提高河南省高速公

路服务区质量,的建议!安阳市白光

明等代表提出的+关于高速公路进站

口增设.道路通行状况通报/电子屏,

的建议等! 省交通厅接到建议后!立

即进行了调查落实$

目前!已建立健全&河南省高速

公路突发事件应急保通预案'%&重要

信息路况报送制度'等一系列工作规

程!完善了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体

系(通过推行星级服务区建设%成立

各服务区管理专业委员会%开展不定

期暗访和全省管理大检查(通过广泛

使用电子情报板%交通电台%手机短

信和互联网站等多种形式!统一动态

发布高速公路路况和出行诱导信息!

为司乘人员和社会公众提供准确%即

时的信息服务$

建议办理情况将定期通报

据了解!针对个别单位在办理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郭庚茂代省长于
,

月
!+

日作出批示 -+对人大政协提

案% 建议一定要严肃认真予以办理!

任何敷衍应付的做法都应予以批评!

并限期改正$ ,

据悉!对个别单位对建议办理工

作重视不够%办理不及时%答复格式不

规范!甚至有敷衍应付%突击办理的!

今后!省政府将采取定期通报办理进

度%加强督促检查等措施加以解决$

前
"

个月全省检察机关

!"# 6:;<=>?

安报讯 !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李海英

通讯员 张虹"昨日!记者从郑州市公安局

获悉!该市公安局将与河南银监局%郑州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共青团郑州市委%

郑州市总工会联合组织开展金融安全防

范技能练兵比武活动$ 活动自
#

月份至

(**#

年
-

月份!包括会计%出纳%守库员%

押运员等在内的金融机构一线员工全部

参与其中!以提高防抢劫%防盗窃%防重大

安全事故的能力$

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钟志才担任此

次活动领导小组组长!他表示!为全面开

展金融安全防范技能练兵比武活动!全市

公安机关%银监部门和金融机构一线员工

将全员参与!这将进一步提高公安民警业

务素能和金融一线员工实战技能!整体提

升郑州市金融安全防范能力和安全管理

工作水平$

安报讯!记者 杨勇"

#

月
(0

日至
(,

日!第十届亚洲艺术

节开幕式暨文艺晚会和大型花车巡游活动将在郑州市举行!

为确保活动期间道路安全畅通!交警届时将对市区部分路段

和区域实施分时段交通管制$ 具体路线和时间安排如下-

一%

#

月
(0

日
!"

时至
(*

时
+*

分!对南阳路)全段*%江

山路)北环至新柳路*实施单向交通管制!禁止车辆由北向南

行驶)公交车除外*(对新柳路)江山路至金杯路*实施单向交

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由东向西行驶$

二%

#

月
(0

日
(!

时
+*

分至文艺晚会结束!对南阳路)全

段*%江山路)北环至新柳路*实施单向交通管制!禁止车辆由

南向北行驶)公交车除外*(对新柳路)江山路至金杯路*实施

单向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由西向东行驶$

三%

#

月
(0

日
!"

时至文艺晚会结束!江山路)含本路*以东!

北环)不含本路*以北!索凌路)含本路*以西!省体育中心北围墙

以南区域禁止无通行证车辆通行和摊贩沿街叫卖$ 观众车辆凭

票沿长兴路)新柳路以南*%金杯路)新柳路以南*%新柳路)金杯路

以东*停放!持通行证车辆按规定路线进场到指定地点停放$

四%

#

月
(,

日
#

时至
!(

时
+*

分! 对郑东新区商务内环

)省艺术中心至中州大道金水立交*%金水路)中州大道金水

立交至紫荆山立交*%紫荆山立交二层)含二层各上桥口*%人

民路)全段%由北向南*%二七广场%正兴街)全段*%中原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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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金融一线员工开展安全技能练兵第十届亚洲艺术节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