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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南部晴天转阴天"其

他地区晴天转多云#全省偏东

风转偏南风
!

到
"

级$ 郑州市

晴天到多云"

#$

到
!!

摄氏度$

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中" 云南省委毫无保留地把众多

%坏事&!%丑事&亮到全省干部群众面

前"省委常委班子带头深刻反思违背

科学发展观的沉痛教训"当地群众对

这一做法表示认可'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还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人都有

过"只是大小有别"轻重不同' 然而"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接触更多的是成

功的经验!胜利的范例' 对成功和胜

利"人们总是常讲常新"乐此不疲"而

对%坏事&!%丑事&却往往遮之掩之"

有时不得不讲时"也是%犹抱琵琶半

遮面&"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好像讲

了%坏事&!%丑事&"自己就矮人半截'

其实"不管是单位还是个人"都离不

开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只接

受成功的经验那是不完全的"甚至还

会重蹈%坏事&!%丑事&的覆辙"而敢

于讲%坏事&!%丑事&"接受教训"也就

可以少出或不出%坏事&!%丑事&'

所以"云南省委敢于毫无保留地

把众多%坏事&!%丑事&亮到全省干部

群众面前"并在省委理论中心组学习

会上"运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理深

入解剖"深刻反思"这是一种总揽全

局的理智选择"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

学态度" 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施政策

略"是一种政治上的成熟和清醒' 结

果"云南省委的%揭丑&非但没有损害

自身的价值"反而促使了领导班子成

员自身人格力量的升华"使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更加务实! 具体"贴

近生活!贴近工作!贴近百姓'

一个国家的发展强盛不能只局

限在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上"还需要社

会全面发展!和谐发展' 如果工作漏

洞百出!事故接连不断"何以谈全面

发展(所以"曝曝这些家丑"深刻吸取

其中的教训"预防重蹈覆辙"把坏事

变成好事"这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

赋予我们的责任"更是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的宝贵资源'

%

林 伟
&

安报讯 为进一步加大打击证

券领域违法犯罪工作力度!保护广

大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资本市场

健康稳定运行!日前!公安部"证监

会召开证券犯罪重点案件侦办工

作部署会议! 针对当前内幕交易"

操纵证券市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以及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证

券违法犯罪较为突出的情况!部署

涉案地公安机关对市场关注度高"

社会危害性涉及面广"典型示范性

强的
##

起重点案件开展集中打击

行动# 会议强调!公安机关加强与

证监部门的联系沟通 ! 密切协

作!形成整体合力 !有效打击证

券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切实维护

证券市场秩序$

公安部证监会部署
打击证券领域违法犯罪

今日安报图片信箱

开通!欢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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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曝家丑谋发展
可学可赞

安报讯"首席记者 吴 倩#昨日!

省高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省法院&

为全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廉政监

督员赠阅的'今日安报(!正式传递到

诸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廉政监督

员手中$ 伴随报纸墨香而来的!还有

省法院致他们的一封情谊款款的信$

信中称!今年以来!在省委的坚

强领导下!全省法院坚持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开

展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

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和)新解放+新

跨越"新崛起*大讨论活动!全面加强

审判和执行工作!认真开展)大接访*

活动! 狠抓队伍建设和法院内部管

理!各项工作有了新进展!受到了省

委"省人大"省政协和最高法院的肯

定!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

所有这些! 都离不开各位省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和廉政监督员的关心"

支持和帮助!省法院深表感谢, 衷心

希望各位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廉

政监督员继续对全省法院工作给予

关心和支持$

信中称!为使省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和廉政监督员进一步了解全省

政法工作特别是法院的工作!更好地

履行监督职责!省法院为他们特意征

订了一份'今日安报($ 信中还对'今

日安报(作了一个简介!称该报是一

份反映河南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宣传

法治!弘扬正气!维护司法公正!提供

法律咨询!并通过新闻报道"法条解

释"案例评析等形式!关注立法!监督

执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报纸$

信中还强调 !近年来 !省法院

积极与'今日安报(合作!通过开辟

专项活动专栏"举办专题论坛等形

式!加大了对法院工作的宣传和舆

论监督力度$ 省法院希望通过这份

报纸!使省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

廉政监督员能更多地了解法院工

作!更多地了解社会各界对法院工

作的反映!以便于更好地对省法院

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

"更多报道详见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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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开展 )大学习"大

讨论 *活动中 !渑池县检察院

坚持学以致用! 用以促学!紧

密联系工作实际!进一步强化

法律监督职能!增强为县域经

济发展服务的自觉性 " 坚定

性$ 该院因服务县域经济发展

成绩显著 !县委 "政府授予该

院特别贡献奖荣誉$

%详细报道见
$8

版$

安报讯 "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李

海英
9

文 记者 宁晓波
9

图$ 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昨日下午做客

大河网!就从严治警"出台领导问责

)五条铁规* 及加强执法规范化建

设" 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等问题回答

网友提问!大河网"新浪网"河南省

政府网联合直播$

8$

分钟的网络交

流结束后! 秦玉海接受了本报记者

的专访%如图&!他表示与网友网上

现场交流的形式很好! 可以最快的

速度"以最少的成本去了解民意!倾

听民声!改善我们的工作$ 今后他还

会以各种形式加强与群众交流$

在
8$

分钟的网络交流中!秦玉海

就网友提出的关于治理 )公路三乱*"

加强管理)

:

*牌车"如何加快办理证

照"隐蔽摄像头是否合法以及)五条铁

规*的出台背景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身份证的问题! 一个月内解决-

驾驶证的问题!力争年内解决$ *)对于

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建议! 我们将

逐条梳理分析!逐一落实责任!限期解

决$ *秦玉海每次都是坚定有力地回答

网友的提问$他说!他非常感谢网友对

公安机关的建议和监督! 并将转化为

信任和干劲!更好地服务于党和人民$

据了解!

#$

月
!;

日!全省公安系

统组织开展)执法规范建设"和谐警民

关系建设* 专题教育整顿活动电视电

话会! 秦玉海斥责一些地方公安机关

和公安民警不作为" 乱作为等问题严

重$ 同时省公安厅出台)五条铁规*紧

盯基层公安机关领导的)乌纱*!引起

网友热议$ "更多报道相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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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警方表示$正加紧对林嘉祥事件调查取证
据新华社深圳

!!

月
"

日电 针

对林嘉祥酒后语言和行为失控的情

况!深圳市公安局
"

日表示!深圳警

方正加紧对林嘉祥事件调查取证!

一旦结果出来会立即向社会公布$

!!

月
"

日! 交通运输部党组决

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 据悉!

林嘉祥被免职前! 任深圳海事局党

组书记"副局长等职$

根据互联网上流传的林嘉祥涉

嫌调戏未成年女孩的事件!

!#

月
"!

日下午!深圳海事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副局长瞿久刚在会

上宣布了停止林嘉祥工作的决定$

据警方介绍!一名
!!

岁女孩的父

母反映!

!#

月
$%

日晚!林嘉祥在深圳

南山区科技园新梅园海鲜大酒楼晚餐

喝酒后!因上厕所找不到路!要求正在

酒楼玩耍的女儿带路! 在进入洗手间

时!林强行将女儿拉入洗手间!并掐她

的脖子!女儿挣脱后告知父母$在遭到

他们的质问时!林嘉祥态度极其恶劣$

上述大部分情节被监控录像录

了下来$ 深圳海事局副局长王建华表

示.从网上获知此事件后!深感震惊!

并对林嘉祥酒后的不当言行深表歉

意$他表示!公安机关正在做进一步调

查! 相信在调查后会有合乎事实的结

论$ 王建华说!媒体对事件的关注!将

促进我们对干部队伍的监督和管理$

!

问&证照能否快点办% 答&将通过减少办事环节来提高效率

!

问&'公路三乱(咋治理% 答&逐一落实责任$限期调查处理

!

问&如何严管)

!

(牌车% 答&从严查处$追究责任$直至收回牌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