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安报讯 !记者 汲瑞
!

文图 "

昨日! 郑州市出版物市场稽查大

队联合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马

寨镇派出所! 对二七区刘胡垌装

订厂依法查封" 该装订厂老板晁

某涉嫌非法印刷教辅图书! 被带

到马寨镇派出所接受处理"

昨日中午!执法人员来到郑州

市二七区马寨镇刘胡垌村一个不起

眼的农家小院里"刚走进院子大门!

就听到#隆隆$的印刷机器声% 走进

印刷车间! 只见工人们正在装订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学习与

指导第三册'修订版()!知识产权

出版社出版的 &英才教程五年级

'人教新课标()*&点拨四年级语

文下册 )*&学习检测+七年级下

册)等教辅图书!地上堆着成垛的

成品书和散页'上图(% 当执法人

员要求该厂负责人晁某出示印刷

委托书时! 晁某拿不出任何相关

手续% 执法人员现场查处盗版教

辅图书
!

万余册! 并依法予以扣

押% 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集

体建设用地可有条件进入市场% 但

究竟如何从制度上落实! 目前政策

尚不明确%

"#

月
$

日!在国务院新

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土资

源部副部长鹿心社表示! 国土资源

部已经起草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

理办法! 目前正在征求有关方面意

见!可望在年底出台%

目前!中国土地按所有制可分为

两类,一是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一

是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 目前!

国有土地使用权可自由公开交易-但

集体土地却只能限于耕种或村庄内

公共建设!不能抵押和买卖% 为此!中

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要改

革现有征地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可进入 .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

场$! 确保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

土地#同权同价$%

为了规范推进#农地入市$!鹿心

社表示!国土资源部已经起草了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管理办法% 农村

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和完善! 需要对

&土地管理法)作出相应的修改% &土

地管理法)的修改已经列入了全国人

大
#%%&

年的立法计划! 国土资源部

已经组织专门班子!加快推进这项工

作% 国土资源部将在认真研究*论证*

听取有关部门和各方面意见的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法)的修

改!尽快上报国务院% !据#财经$"

开封平安春联

征集评选揭晓

'(

月
)

日一大早!参加晨练的市

民还没有完全散尽!永城市人民广场

上的法制宣传活动展台都已经布置

好了"

*+

个单位的
$,

多块鲜亮的图

板展示着永城市公正执法#依法行政

取得的成就" 书写着$弘扬法治精神!

服务科学发展%的横幅在初冬的寒风

中彰显着永城人的精神风貌和大力

加强全民普法教育的决心" 参加法制

宣传的人员在不停地忙碌着!偌大的

人民广场开始热闹起来"

$强行招揽旅客的货的要吊销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张先生拿着一

张$永城市交通局运管处'

*(

(

)

)宣传

单%对身旁的一个人说!$我原来以为

在路上随便拉几个人!最多罚几个钱

就行了! 没想到还要吊销经营许可

证!这下可明白了!以后可不能随便

拉客了" %

寒风中!几个农民工模样的人来

到了永城市检察院咨询台*$俺有个

亲戚是收破烂的!买了辆别人偷的自

行车!但车不是他偷的!为啥说他违

法了+ %检察院的同志仔细询问了卖

车时的价钱#时间等有关情况后告诉

他们!$因为你的亲戚以很低的价格

买了车!并且知道车是偷来的!从法

律上说!他就不该买!买了就是犯了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几位农民

工兄弟听得糊里糊涂!宣传人员举了

好多例子后又用很通俗的话说*$就

是以前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

罪& %这时!农民工兄弟才似乎明白了

什么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看到这些! 在一旁的永城市司

法局局长胡文明笑了" $'五五)期

间!我们将加强对农民的普法教育!

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能

力! 使农民了解和掌握解决矛盾纠

纷#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途径!培养

和增强农民参与村民自治活动和其

他社会管理的能力! 增强进城务工

人员遵纪守法的观念和依法维权的

能力" %胡文明说"

风吹得广场上有关宪法#法律的

标语#条幅$哗哗%作响!展台前来咨

询的人络绎不绝" 永城市公安局副局

长董先华拿着宣传单在广场上发放!

风吹得他衣领不断上翻" $每年
*(

月

)

日都进行普法教育! 到底收到了什

么成效+ %面对记者提出的这样一个

问题!主管市公安局法制室工作的董

先华说!近年来!每到$

*(

(

)

%!各地相

关部门都纷纷开展法制讲座#知识竞

赛#法律咨询等宣传活动!在报纸#电

视等媒体上!有关$法制%的话题也都

成了热门,, $但我们不能走形式!

要想让法制真正在老百姓心中 '热)

起来!真正在社会生活中'活)起来!

仅靠每年一度的'一摆)-摆摊咨询.#

'二赛)-知识竞赛.#'三讲)-法制讲

座. 等形式的宣传教育是不够的!更

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工作!让法制

观念真正根植在每一个公民心里& %

听了董先华的话!我似乎明白了

什么"老百姓希望天天都是$

$

(

*-

%!因

为他们看到了这一天与他们生活不

可分割的特殊关系"其实!$

$

(

*-

%更像

是$

*(

(

)

%的一个子项!因为!根本上

说!保护任何一项权益!都是一个法

律问题" 现代社会!一年
$!-

天都应

该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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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 !记者 王建芳 见习记

者 李艳 通讯员 张勇军 "

*(

月
)

日
&

时! 河南省信用建设示范单位

授牌仪式暨首届企业信用与风险管

理高峰论坛在省人民会堂举行%

为培育信用企业!提高企业信用

意识和整体竞争力!营造良好的经济

发展环境!推进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深入开展!河南省信用建设促进会

特联合省整规办*省宣传部*省发改

委等
*+

个部门!以企业信用为重点!

评定河南省信用建设示范单位!希望

通过树立信用典型!引导和规范企业

信用行为!探索并总结适合我省的企

业信用建设方法和途径% 经过严格

评定!河南省电力公司等
+$

家企业

被评为河南省信用建设示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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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星期四 阴

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

!

安报记者 何永刚 ++,-."#/$0

%'家企业获评
信用建设示范单位

安报开封讯!记者 祁飞 通讯员

秋菊"

*(

月
(

日!经过广泛征集*认真

初选*专家评选!由本报和开封市委政

法委*综治委*开封市地税局主办的开

封市#地税杯$平安春联有奖征集活动

评选揭晓% 此次活动共征集平安春联

*%%%

余幅!评出特等奖
*

名!一等奖
$

名!二等奖
*%

名!三等奖
*(

名% 获奖

名单和部分获奖作品如下,

特等奖
"

名

上联,龙亭绕紫!铁塔萦香!平

安全景钟春意-下联,汴水流诗!虹

桥焕彩!祥瑞满城簇锦图%

横批,天道和谐

作者,孟广祥

一等奖
'

名

*.

上联,以人为本!万众共唱平安

歌-下联,科学发展!九州同奏和谐曲%

横批,与时俱进

作者,李合耕

(.

上联,水韵古都!四季乐安澜!

万籁相谐歌伟业-下联,风光胜地!

七朝遗盛泽!千姿媲美焕新春%

横批,万象更新

作者,周继勇

$.

上联,历先秦经五代兴宋金寒

来暑往千古传奇七朝古都喜迎鼎盛

繁荣世-下联,听盘鼓品豫剧和坠子

冬去春回万业争先中原福地欢颂平

安和谐年%

横批,汴地同春

作者,康葱茏

二等奖
"(

名

段玉敏
/

两副获奖
0

赵彦学 马

开民 叶金成 邓大龙 刘漳文 莫

桂林 魏海丽 管 卫

三等奖
"#

名

赵 军 段玉敏 焦建忠 杨 波

孙振国
/

两副获奖
1

宋红叶 于依枝

谷万祥 时伟光 余丙寅 黄 杰

安报讯 !特约记者 连欣"

'#

月

'

日至
#

日!省综治委安置帮教工作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组成考察团前

往河北省考察安置帮教基地建设情

况!要在河南筹备建立起适合省情的

安置帮教基地!免费为刑释解教人员

培训技能!帮助他们就业%

根据调查!刑释解教人员就业困

难是引发重新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何建起帮扶机制!帮助刑释解教人

员就业!是寻求降低刑释解教人员重

新违法犯罪率!维护和谐稳定的一个

重要课题%目前!我省已经形成了省*

市*县*乡四级帮教工作网络%

''

月
'#

日!省综治委刑释解教

人员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

员召开了调整后的首次会议% 在肯

定了我省近年来安置帮教网络取得

良好发展的同时! 探讨如何在河南

构建起安置帮教基地的课题! 会议

决定到全国首家安置帮教培训中心

河北省蓝天职业培训中心考察 !学

习具体的运作模式! 在省会郑州率

先建立起一个安置帮教培训中心 !

为刑满释放五年或解除劳教三年之

内! 没有生活出路和有重新犯罪倾

向的人员提供培训! 帮助这些特殊

群体就业%

考察团由省综治委副主任 *安

置帮教领导小组组长* 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张立勇带队! 省综治办副

主任* 省安置帮教领导小组副组长

马修道!省司法厅副巡视员*省安置

帮教领导小组成员万峰及省安置帮

教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一

同前往考察%

'#

月
'

日! 考察团抵达河北省

石家庄市蓝天职业培训中心!考察团

认真了解了培训中心建立的背景*运

作模式*课程设置等情况!成员们唯

恐漏掉细节!不停地作记录% 在一些

介绍情况的展示区!来不及记录的成

员干脆用照相机直接把文字拍摄下

来!说要回去好好看看%

'#

月
#

日! 考察团参观完几个

技术培训点后! 又连夜召开了座谈

会!讨论如何建立适合河南省情的培

训机构%目前!我省
'2

个省辖市*

"-2

个县市区全部建立了刑释解教人员

安置帮教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

乡'镇*街道(普遍在司法所建立了安

置帮教工作部!在基层形成了一支由

基层司法行政干警* 基层公安干警*

村居委会干部* 人民调解员为骨干!

工*青*妇参与的安置帮教工作队伍!

具备了进一步强化安置帮教工作的

硬件基础%

张立勇说!现在全党正在开展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而安置帮教

工作也是最能体现科学发展观以人

为本的核心的一项重要工作%从监所

里释放出来的刑释解教人员也是弱

势群体!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很可能

再次成为社会上的不和谐因素%从人

性的角度出发!对他们进行特殊的关

爱!使这个人*这个家庭转变为有利

于社会建设的角色! 是很有意义的

事% 他要求!我省的培训中心建设既

要学习先进的经验!又要结合河南实

际有所创新! 可以依托基地建设!建

成培训中心与就业基地互相支撑的

模式!更有利于学员的就业%

1234567289:;<$=>

张立勇及相关领导赴河北考察%探讨如何更好地帮助刑释解教人员就业

&农地入市'办法
年底有望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