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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票据才可以入账! 省

纪委农村党风室副主任祁建峰说 "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都曾专门就推进农村财务公开制度

西安长乐医院新建医院是陕西省规
模最大的民营医院之一$ 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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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建
筑面积一万余平方米%设计床位

'""

张&

环境幽雅%设备齐全'

院长杨医明经过四十年呕心沥血的
临床研究&积累了治疗癫痫%失眠%精神病
及多种脑病的丰富经验和科研成果& 在治
疗癫痫% 精神病方面为人类医学事业作出
了更大突破和贡献(目前&西安长乐医院是
全国乃至全世界医界同行治疗癫痫%失眠%

精神病及多种脑病领先医院& 打破了医学
界多年以来认为癫痫% 精神病难以彻底治
愈终身服药的难题&打造出#刀药并用)治
疗癫痫%失眠%精神病优势品牌(

癫痫&俗称#羊角风)*精神病&又称精
神分裂症(这两种病是难以根治的顽症(古
今中外& 多少医生为之呕心沥血* 大千世
界&多少患者被它折磨得愁肠百结&甚至被

夺取宝贵的生命(杨医明&这位多年来研究
癫痫+精神病&如今已经降服这两个恶魔的
医生& 只需用一把小小的手术刀在病人背
上轻划几下& 就能让正在发作的癫痫患者
马上平稳下来* 他开几味中药& 就能把癫
痫% 精神病的恶魔压在药山下永世不能翻
身(

癫痫是一种突发% 短暂性大脑功能失
调疾病&发病率较高&可发生于任何年龄&

青少年中尤为多见( 癫痫发作之时&病人往
往大叫一声&昏倒在地&表现出四肢抽搐%

两眼上翻%口噤咬牙%口吐白沫%小便失禁
等症状(

西医认为&癫痫分原发性癫痫和继发
性癫痫两种( 原发性癫痫与遗传因素有
关* 继发性癫痫则是因由大脑先天性异
常%颅脑损伤&脑肿瘤%脑血管疾病%脑寄
生虫%脑部感染性疾病等引起脑局部疤痕
和脑萎缩等造成的&或是由全身性疾病如
各种中毒%感染%缺氧及代谢性疾病造成
的( 继发性癫痫最常见的原因是产伤%颅
内感染%脑循环异常等&如脑炎后遗症%小
儿高烧%惊厥等&都易造成癫痫(

杨医明汲取西医之精华& 从西医上认
清病理& 总结认为该病是多种致病因素导
致脑部微循环梗塞& 梗塞病状导致脑神经
细胞痉挛&引起全身和局部抽风症状&体外

抽搐&脑部血管神经也抽搐(这种抽搐伸缩&

伸则畅通&缩则堵塞(脑部血塞&人必失去知
觉跌倒( 如梗塞症状长时间发炎感染&脑神
经血管长时间痉挛收缩%堵塞&这时癫痫必
持续发作(因此&治疗癫痫发作&先要改善脑
部神经痉挛%梗塞症状&减少诱发因素(

精神病中医称#癫狂症)&#癫)是抑
郁型精神病&是精神病慢性发病&其病因
在于心脾两虚&属#虚火)&由费心劳神所
致&也有急性狂躁转成慢性&病情逐渐加
重者( 其表现为神魂颠倒%痴痴癫癫%反
应迟钝% 头脑不清( 病久仁弱者气虚血
少&乏困懒散&表现为没精神%做事没兴
趣%悲观厌世%自言自语%无故发笑%怕出
门%怕与人交往%怕见人%睡懒觉%不讲卫
生& 甚至连饭都不想吃( 严重时头脑空
白%意识丧失(

#狂)是狂躁型精神病&是精神病的
急性发病( 其病因在于肝阳上亢%肝火旺
盛%口苦口干*胃腑实热%痰火结聚%大便
秘结%属肝胃#实火)( 热气盛行%上托脑
部%脑气受阻%气滞血瘀%头疼头晕%头脑
不清%不识人%不知好歹%不知羞耻%不穿
衣服%焦虑急躁%心慌%哭笑无常%打人毁
物%狂跺狂奔&#狂)也( 患者家属及他人%

医务人员随时都有被袭击的危险& 所以
也是医疗行业风险最大的疾病之一( 有

时狂躁抑郁症状同时出现反复发作&属
半实半虚症( 总的病情分虚火%实火%血
虚%血瘀( 其发病原因主要是热&是患者
精神受创伤后&饮食不慎&思虑过度&体
内产生一种内热( 内热灼煎体内津液成
疾&痰火结聚脏腑%气滞血瘀&导致脏腑
功能失调( 热灼血液浓缩&形成血瘀%大
脑气血凝滞%脑气脉络不通&导致脑功能
障碍失调&是身体气血阴阳&脏腑功能失
调的一例综合性脑功能失调的疾病( 患
者发病时脑子里是朦胧状态& 头脑似清
非清&如同醉酒做梦一般( 患者狂躁%抑
郁%焦虑%多疑%恐惧%幻视%幻听%幻觉%

头痛%头晕%脑胀%失眠%多梦等症状都是
上述病因所致(

癫痫和精神病密不可分& 所以杨氏
疗法同时适用于精神病和多种脑病( 癫
痫%精神病只要早发现&治疗方法正确&

除颅脑占位性病变% 颅脑损伤外是极易
治愈的( 西医对精神病的分类&是根据患
者发病的症状表现而分类& 对病因的认
识和用药治疗很单一& 达不到整体综合
治疗的效果( 基于从西医上对癫痫%精神
病的认识 ,及大脑暂时功能障碍失调-&

杨医明充分利用中医的经络学说& 在患
者的背上用手术刀轻割有关穴位& 从而
刺激脑神经& 使脑神经恢复应有的正常

机能( 许多癫痫%精神病患者&被他的手
术刀轻轻一割&症状竟奇迹般地消失( 临
床实践证明& 割穴与内脏中药是治疗癫
痫精神病的独创&是极为有效的方法&这
也是杨医明院长治癫痫%精神病的一绝(

老年脑萎缩%帕金森综合征是由脑部
功能退化%脑营养退化萎缩造成的(多数患
者首先记忆力减退后出现痴呆& 部分患者
有全身震颤%头摇%手抖%癫痫和精神病症
状(小儿脑瘫多数为新生儿颅脑损伤%脑缺
氧窒息所致& 发病表现智商低下& 发育缓
慢&说话很晚&语言表达能力差&严重不会
吃饭&不知大小便(肢体瘫痪轻重和发病时
间长短与颅脑损伤有关& 多数抽风症状和
癫痫病相同(对小儿脑萎缩%脑瘫最佳治疗
时间是

&

至
&!

岁(此阶段小儿身体及大脑
发育迅速&脑细胞容易复活&治疗较容易*

年龄偏大治疗比较困难( 脑血栓%脑出血%

脑中风后遗症%瘫痪&治疗方法基本和小儿
脑瘫相同(小儿多动症是内热心烦所致&也
是小儿精神病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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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刀药并用$治疗失眠%癫痫%精神病的专科特色

!"#$%%&'

医院地址&西安市半坡路
(&

号'

乘
)$

%

*+,

%

'

(

)$

路公交车郭家滩

站下车路西
-+

米即到)

咨询电话
.+-(

*

!"

责任编辑 张 可

()*+,-.

!""#$"%$"%

与河南省政府法制办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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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风景线

本报讯+首席记者 李红 实习生

雷秀红, 去年
#

月
&

日&.反垄断法/

正式开始施行( 去年
(

月&省政府法

制办就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各部门以

.反垄断法/为依据&将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排除或限制市场竞争等违法规

定&作为清理的重要内容&对不符合

.反垄断法/ 精神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及时予以废止或修改( 昨日&从省

政府法制办传来消息&我省.反垄断

法/清理工作已全部结束&我省共废

止+修改
(#

件有违.反垄断法/精神

的红头文件(

按照要求&我省.反垄断法/清理

内容分为三块& 分别是省政府规章+

省政府及其部门的红头文件+各市县

政府及其部门的红头文件(

省政府法制办译审备案处处长

梁增杰说"#反垄断法规定&行政机关

不得滥用行政权力& 制定含有排除+

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不得限定或者

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 购买+

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不

得以设定歧视性资质要求+评审标准

或者不依法发布信息等方式&排斥或

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的招标

投标活动*不得采取与本地经营者不

平等待遇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

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

构等&这些都是清理中需要重点审查

的内容( )

据不完全统计& 这次清理工作

中& 省政府各部门共清理
!""#

年
#

月前制发的现行有效的文件
)'"""

多件&对清理出的
*

件与.反垄断法/

精神不一致的文件&已由有关部门按

照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了修改

和废止(各市县政府及其部门共清理

文件
%)'"$$

件&对清理出的与.反垄

断法/精神不一致的
(*

件文件&已分

别由有关市县和部门按程序予以废

止(

据了解&清理工作中&省政府法

制办对
&(##

年以来省政府和省政府

办公厅制发的现行有效的
&%#

件省

政府规章 +

#"""

多份文件进行了认

真审查& 决定废止省政府文件
&

件+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

件&近日&省政

府专门下发文件对这两件规范性文

件予以废止(

这两件被废止的文件分别是.河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烟花爆

竹 安 全 管 理 工 作 的 通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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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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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从省政府法制

办传来消息& 河南省政府法制

办和洛阳市政府法制局近期被

国务院法制办评为 #二
!!

八

年信息报送先进单位)&受到了

国务院法制办的通报表扬(

几年来& 省政府法制办对

政府法制信息工作高度重视 (

!""#

年以来& 省政府法制办积

极组织全省各级政府法制机构

加强信息联络员队伍建设 &配

合政府法制中心工作持续开展

了#政府法制信息月)+#依法行

政看河南)等多项专题活动&形

成了全省政府法制信息资源共

享+ 信息收集和报送齐头并进

的工作格局(

!""#

年#中国政府

法制信息网) 采用省政府法制

办报送的信息
%""

余篇& 采用

洛阳市政府法制局报送的信息

&""

余篇( +王文昊,

省政府法制办

洛阳市法制局受表扬

本报讯+首席记者 李红 实

习生 雷秀红 ,近日 &濮阳市政

府法制办行使行政执法监督职

能纠正了一起乱收费行为(

据介绍&今年
!

月
$

日&濮

阳市政府法制办公室接到市民

李某投诉& 反应濮阳市天然气

公司涉嫌不按标准收费& 侵害

了社会公众的利益( 濮阳市政

府法制办公室及时启动行政执

法监督程序& 责成濮阳市价格

管理办公室调查处理(

经查实&根据河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濮阳市天

然气销售价格的批复/ 规定&该

市城区居民天然气自
!""(

年
!

月
&

日起执行调整后的新价格(

然而&濮阳市天然气公司未经市

价格主管部门批准&提前实施涨

价行为&自
!""#

年
&!

月起即按

调整后的价格收取天然气费(市

民投诉问题属实(

根据调查结果& 濮阳市价

格管理办公室决定& 责成濮阳

市天然气公司立即改正其擅自

提前涨价行为 &

!""(

年
!

月
&

日前的天然气执行原来价格 &

已按新价格收取费用的& 多收

部分退还用户(

濮阳市政府法制办

纠正一起乱收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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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李红

实习生 雷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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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位于新郑市郭店镇的华阳寨

村本是一个和谐温馨的小乡村&

可最近这个宁静的小村庄却炸开

了锅& 村民们对村委会账目公示

中出现的巨额 #白条账) 议论纷

纷(钱花到了哪里!现在村里有多

少钱! 昔日宁静的小村庄一时间

#硝烟四起)(

#从
!""'

年到现在& 我们村

的账目就没公开过&群众很不满&

就去镇政府说理( 最近在镇政府

的要求下&村委会公开了一些账

目&可这些公布的账目漏洞百出&

上面只有支出没有收入&而且支

出上也是一堆2白条账3&其中一

张白条上写着2证明"沙子强牛羊

肉款
**!""

元' 华阳寨村委会&

!"")

年
!

月
&%

日' 3就这些字写

在白纸上& 在俺村报销
*

万多元

钱啊 & 咋能吃这么多钱的牛羊

肉!4华阳寨村村民海忠贤气愤地

说&5还有一张内容为 2今收到村

委会铲车修路等费用&共计
('""

元3的白条&更让俺觉得糊涂' 账

目还能用2等3来入账!唉6就这样

的白条糊涂账有几十万元呢6 4

/0123456789:;<

事件 -白条账.激怒村民

沙子强&华阳寨村村主任( 他对

于5白条账4是这样解释的"5

!""'

年

至今&我们村就没有账务&更没公开过

账务(前不久上级强制账务公开&在没

办法的情况下&才打了那些白条充账(

最近上级下达的要公开资金%资源%资

产,5三资4-的规定我也了解&可俺村

是书记做主&其他人根本没一点权力(

我也是只有听从命令的份&面对2白条

账3俺也无可奈何( 4

对此& 华阳寨村支书苏学斌说"

5我认为白条上的账目&只要百姓认可

就可以了( 我们村的账务从
$

月份已

经公布到位了& 所贴的账目公开单上

也明确注明了 2三天内有问题可以到

镇政府反映3(可当时根本没有一个人

去反映&既然没反映&我认为账目就是

合理合法的&白条就可以入账( 4

据了解& 针对乡村账目混

乱的现状& 我省已从
*

月
&

日

起开始全面清查村级账务( 祁

建峰说"5至今账目仍有问题的

村委会&其干部应该自查自纠(

如果村干部主动承认问题 &赔

偿经济损失& 可以不受法律处

分( 若是群众举报&经核查证实

确有问题的&要从严处理&构成

违纪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触

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 追究

刑事责任( 4

解释 无可奈何还是合理合法

疑问 -白条账.是否合法有效/

下发文件明确规定& 涉及村民

利益的事项&都要向村民公开(

票据入账必须是取得合法的原

始票据& 还须有经办人签字并

注明支出资金的用途& 经过村

民理财小组或村财务监督委员

会以及村委会主任% 支书签署

意见并报乡镇2三资3委托代理

中心审核同意( 4

表态账目混乱要自查自纠

村
民
和
村
干
部
为
(

白
条
账
)

起
争
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