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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河南报业集团年内上市

我省将加大省直文化体制改革试

点和郑州!开封!洛阳!安阳!商丘
#

市

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的力度" 重点

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

$!!%

年
%

月底前完成省演出

公司! 河南中州影剧院转企改制工

作"力争
"$

月底前完成传奇故事杂

志社转企改制工作$ 加快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 河南出版传媒集团等大

型文化企业上市步伐
&

争取
$!!%

年

实现上市融资$

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

今年"我省将以增强政府在投资

领域的调控能力为目标
&

以整合 &四

资'

'

资金%资本%资源%资产
(

为重点"

整合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

资金对社会投资的引导作用$

为规范政府投资行为" 对政府

投资的非经营性项目全面推行代建

制"提高政府投资效率"从制度上避

免&三超'

'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
)

和工程腐败$ 争取
$!!%

年出台(河

南省投资管理办法)"以立法形式确

定政府投资的范围" 建立健全政府

投资的决策%公示和责任追究制度#

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是今年最引

人瞩目的话题之一#我省提出"将按照

先易后难%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的

原则"今年选择
$!

至
$#

个县
'

市%区
)

开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试点" 上半年

确定试点单位"下半年启动试点工作#

改革医药卫生管理体制和运行% 监管

机制"提高公立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推

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 加快形成

多元化办医格局#也就是说"哪些医疗

资源由政府&规划'"哪些医疗资源政

府只负责&规范'将予以明确#

另外" 年内还将初步建立国家

基本药物制度# 基本药物由政府实

行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确保基

本药物作为临床首选药物在各类医

疗机构中使用" 将基本药物全部纳

入医保药品报销目录
&

保障人民群

众用上价格合理的基本药物#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红 实习

生 马晓明"目前"九成多的行政复议

案件发生在县% 乡两级政府和市%县

两级政府部门"其中七成的行政复议

案件集中在县级政府及部门#根据国

务院统一部署"我省即日开始对市县

政府行政复议工作进行专项检查"受

理渠道是否通畅% 案件办理质量如

何"是检查中的重点#

近年来"我省每年受理的行政复

议案件有
*!!!

余件"高居全国首位#

据介绍"这次行政复议工作专项

检查的主要内容有行政复议渠道畅

通程度#评价这一指标的数据有行政

复议案件与信访数量比率%与行政诉

讼数量的比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案件中因程序或实体原因提起的数

量各占的比率*行政复议案件办理质

量$评价这一指标的数据有行政复议

决定作出后行政诉讼和信访的比率!

法院对行政复议后提起行政诉讼案

件的维持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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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首席记者 李红 实习生

雷秀红" 占用耕地进行非农业建设

未做到占补平衡的" 必须缴纳耕地

开垦费"该费用主要用于开发!整理

耕地
&

扩大耕地面积$ 各地收取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耕地开垦费!

土地闲置费等土地专项资金必须如

实申报并上缴国库$ 近日"省政府办

公厅下发 (河南省土地专项资金管

理试行办法)"要求人大等多部门参

与对土地专项资金使用的绩效评

价"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土地专项资金全额纳入国库

据介绍"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

费!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国有土地收

益基金以及国土资源部门征收的耕

地开垦费! 土地复垦费和土地闲置

费等行政性收费收入都属于土地专

项资金范畴$

这些钱都要全部缴入省!市!县

+

市!区
)

国库"纳入政府基金预算或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

土地闲置一年要缴闲置费

已经批准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

建设占用耕地或以出让方式取得土

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土地 "

一年以上两年以下未动工建设的视

为闲置土地" 用地单位和个人没有

条件复垦或复垦不符合要求的 "应

缴纳土地闲置费$

隐瞒收入停止用地项目审批

省政府要求省财政厅! 国土资

源厅! 审计厅等部门要对全省土地

专项资金收支情况开展定期或不定

期监督检查$ 对不如实申报使用农

业土地开发资金!土地复垦费!土地

闲置费!耕地开垦费等"停止安排下

一年度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

费资金并收回上年度下拨资金 "同

时停止该地用地项目审批$

与此同时 "擅自减免 !缓缴 !截

留!挤占!挪用应缴国库的土地专项

资金" 对违法行为不予查处或查处

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等" 将依法依纪

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人大等多部门参与绩效评价

我省要求各地财政! 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要建立健全土地专项资金使用

管理的绩效评价制度" 对土地专项资

金用于基本农田建设! 土地整理和耕

地开发项目的实施过程及完成结果进

行全面!综合的绩效评价$

绩效考评委员会由当地人大 !

政协和财政!国土资源!农业 !发展

改革等部门组成" 根据考评中发现

的问题及时改进和加强项目后续实

施过程的管理$

依靠双手
开始新的生活

本期美编 李茹 曹松柯 校审 刘桂芳 校对 汤青霞 孟杰曼 王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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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星期一 晴

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

!

记者 王建芳
%&'()*

公安部和省公安厅打击拐卖儿

童妇女犯罪专项行动刚刚部署完

毕! 偃师市公安局府店派出所便侦

破一起拐卖妇女案! 作为蹲点记者

的我闻讯前去采访"

#那天下午! 我们接到了
""!

指

令! 称有个女的报警说自己被拐卖

了!在少林寺附近" $府店派出所所长

黄鹏勃向我讲述了整个破案经过%

仅仅一句话!名字没有!地址没

有!甚至连真假都不能确定!该从何

入手呢& 黄鹏勃他们先把电话回拨

过去!寻找报警人%接电话的却是一

名男子!并矢口否认有人报警%男子

的态度反而引起了黄鹏勃等人的警

觉'#

""!

记录是不会错的! 如果是

错报警或者是有什么已解决的小纠

纷!完全可以和民警解释一下!为什

么要这么着急地否定呢& $

心里犯疑的黄鹏勃等又来到移

动公司!查得该号码机主姓王!住府

店镇双塔村% 虽然此时天色已晚!但

黄鹏勃他们仍不顾道路崎岖!来到双

塔村找到王某了解情况% 一开始!王

某一家人还是坚决否认没人报警%

#

""!

报警记录上清清楚楚!你们咋解

释& 难道是乱报警耍我们的& $

在民警的再三追问下! 王某的

儿子小东解释说'#我堂哥小亮和女

朋友来玩时!吵了几句嘴!他女朋友

一生气就报了警!现在俩人和好了!

给你们添麻烦了% $

难道事情真的像小东说的那

样!是小情侣吵嘴吗&黄鹏勃他们坚

持要到小亮家看看%

这下不要紧!刚到小亮家!便看

见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女眼泪汪汪地

跑了过来! 一把抱住民警! 嘴里还

#哇啦哇啦$地说着什么% 因少女用

的是方言!民警听不懂!所以双方只

好用笔在本子上交流起来%

少女在本子上写道!自己姓罗!

今年
",

岁!是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

白云镇肖家村人!父母都在外经商!

自己在当地一家饭店打工%

-

月上

旬! 朋友杨琳琳的男朋友称自己家

住少林寺旁边!可以免费旅游!遂邀

她一同来河南玩%经不住再三劝说!

小罗便被杨琳琳的舅母李运花和小

亮等人带到了双塔村%

然而! 等待她的不是赏心悦目

的旅游! 而是给身体有残疾的小亮

做媳妇!看到比自己大了将近
"!

岁

的小亮!小罗说什么也不愿意%她被

锁在了屋里!不准穿衣服!不准与外

界交流%其间!小亮还对她实施了多

次强奸%

一个多月过去! 小亮一家看到

小罗老实了! 以为生米已经做成熟

饭! 这才让小罗在小亮的陪伴下自

由活动%让他们一家人没想到的是!

二人刚到叔叔家! 小罗便瞅准机会

报了警! 虽然只说了一句话便被小

亮抢了过来! 但是还是被细心的民

警追查到此%

事情已经真相大白!小罗被带回

了派出所!两天后由民警亲自护送回

老家% 听说失踪多日的女儿有了消

息!小罗的父母立即从云南坐飞机赶

回贵州!亲人相见!泪流满面%

同时!人贩子李运花和小亮也被

偃师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对杨琳琳等

涉案人员的抓捕工作也在紧张进行%

#为一条可以说是 (莫须有)的

报警线索! 你们就连夜开展了侦查

工作!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问"

*(打拐) 工作事关千家万户的

幸福! 是今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

作的一项中心任务! 我们派出所全

员出动!按照(村+街,不漏户-户不

漏人)的原则!对本地失踪妇女儿童

和来历不明- 疑似被拐卖的妇女儿

童进行了认真的登记造册! 对任何

一条线索!哪怕它是虚假的!都不会

放过!以期通过我们的工作!来最大

限度地遏制拐卖儿童-妇女犯罪!切

实保障儿童-妇女权益!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 $黄鹏勃回答%

据新华社陕西略阳
!

月
"

日

电 汶川地震快一年了" 陕西略

阳灾区蹇述评一家养的蜜蜂已扩

大至
##$

箱" 比震前还增加了
"$

箱$

蹇述评的新家在略阳县徐家

坪村上坪集中安置点" 在天津市

的统一援建下" 如今一排排整齐

漂亮的房屋已矗立在山腰$ 他家

过去的房子在大地震中倒塌 "如

今他盖起二层小楼" 主体已经完

工"一层已经住人$

蹇述评一家有五口人"妻子!

两个孩子和老父亲$ 去年
!

月
#%

日" 地震时他和妻子正在甘肃武

都养蜂路上$ 只有一个老人在家"

两个孩子都在学校$ 老房子在地

震中倒塌"幸好家里老人没事"孩

子在学校也安然无恙$

&当时觉得天都塌了"等赶回

家里看到孩子和老人都没有事 "

这才放了心$ '蹇述评说"虽然自

己当时在外地"还要照顾蜜蜂$ 但

是政府把补贴和粮食都送到了家

中$

现在"蹇家不仅盖起了新房"

还扩大了生产规模$ 蹇述评说 +

&家中盖新房要花十二三万元"政

府补贴了两万" 自己现在还有两

三万元的贷款$ 去年地震造成
#$

多个蜂箱损坏"今年都已经恢复"

还扩大了规模" 希望能够尽快还

上欠款$ '

蹇述评对记者说"自己每年
#

月到
"!

月都要去甘肃养蜂"由于

入行时间长"质量有保障"他家自

产的蜂制品不愁卖$ 如果收成好

的话"今年收入能达到
-

万元"可

以解决一家人的生活 " 还上贷

款$

在上坪集中重建点"

"&

岁的

蹇新平一家种了
'$

棵樱桃树"这

几天正是采摘季节" 一家人正在

忙着采摘"预计会有
&$$$

多元的

收入$ 记者从他们身上发现"地震

对大家的影响已经过去" 受灾群

众正依靠双手开始新的生活 $

据了解" 徐家坪村上坪集中

安置点去年
'

月
'

日动工"

##

月

&$

日就交付竣工" 共集中安置了

&#

户受灾群众" 如今整齐划一的

农家小院"已经成为山中的风景$

抗震救灾
一周年

我省出台规定#人大等多部门参与土地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价

*+,-./0123

本报讯 !记者 张杰
.

文 宁晓波
.

图"&大爷"送您两副扑克牌"平时娱乐

的时候"也可以看看"这上面都是治安

防范知识"可实用了,,'昨日上午"

在郑州市经纬广场和工业院社区附

近" 郑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暂住办的

民警和花园路派出所的社区民警一起

举行了一次免费赠送扑克牌活动$ 他

们赠送的扑克牌上带着各种安全防范

知识"广受市民喜欢$

&不要在车内放置贵重物品'"&路

遇飞贼不要慌"冷静反应速报警'"&谨

防手机短信诈骗',,在这副&万警进

社区"为民保平安'的扑克牌上"有防

骗!防盗抢!消防安全等知识"也有办

理身份证! 护照等日常在公安机关所

需办理证件的相关程序$ 郑州市公安

局治安支队暂住办主任刘静和吕继红

说+&平时我们发放过各种安全防范知

识的小册子" 就怕群众回家后随手一

丢不看了" 这次我们结合市民喜闻乐

见的娱乐形式" 制作了安全防范知识

扑克牌"就是希望寓教于乐"让群众在

娱乐的同时不忘提高防范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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