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新乡讯 !记者 赵国宇 通

讯员 张 波" 对辖区的户籍警工作
满意吗! 满意不满意"可以在办理
业务时当场评价# 昨日记者在新乡
市公安局获悉"该局为真实反映群
众对公安户籍工作的满意率"率先
引进了户籍警服务电子评价系统"

由前来办理户籍手续的群众对户
籍警的服务采取$一对一%面对面&

的方式当场作出评价'

!

月
"#

日"新乡县油厂家属院
的宋建军夫妇带着患有重型脑瘫
疾病的

#

岁儿子宋正阳到小吉派
出所办理身份证# 因小正阳重病在
身不能正常采集照片"可宋建军称
小正阳正在申请医疗费用补贴"急
需提供身份证"希望派出所能够想
想办法# 面对焦急的一家人"小冀
派出所户籍警二话没说"忙碌了整
整一个多小时"为小正阳采集了合
格的二代证照片"还为其免除了办
证工本费# 事后"宋建军在该所户
籍警服务评价器上"按下了(非常
满意&的按钮)

过去"公安机关考核户籍警的
标准往往是通过向社区群众随机
发放调查问卷"让被调查群众给户

籍警打分# 由于部分群众从未办理
过户籍手续"导致评价结果容易出
现一定偏差#

据了解"截至
!

月底"新乡警方
在对户籍民警前期培训的基础上"在
全市公安派出所安装设置了户籍警
服务评价器"并全部投入运行# 评价
器上设有 (非常满意&%(基本满意&%

(工作超时&%(服务态度不好&%(业务
不熟悉&和(其他&六个按钮"当户籍
警办理完一项业务后"办事群众可以
根据民警的服务态度%服务效率和服
务水平当场进行评分#服务评价器对
群众的打分情况会自动进行统计"并
直接显示在服务评价器上#

在红旗公安分局渠东派出所户
籍室"正在为户籍警打分的赵先生对
此赞不绝口*(这种做法使百姓对民
警的监督更加公开透明" 服务好不
好"全由百姓自己说了算+ &

新乡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
长段广彬告诉记者"(在派出所安装
户籍警服务评价系统"目的就是充分
发挥广大群众的现场监督作用"让户
籍警能够,比着尺子量不足"对着镜
子正衣冠-" 进一步改进和提升全市
户籍窗口服务质量&#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
者

"

日从公安部消防局获悉"近期"

天津等地不断发现有不法分子冒用
公安消防部门和工作人员名义"要
求社会单位. 基层消防部队参加消
防培训. 购买书籍并向指定账户汇
款"诈骗钱财"已有部分单位和群众
上当受骗# 公安部消防局提醒社会
各界" 谨防不法分子冒用消防机关
名义诈骗"切勿上当受骗#

公安部消防局要求各级公安消
防部队进一步提高警惕"严加防范"

做好内部文件.印章.电话的保密工
作/发现苗头"及时借助新闻媒体.

网站. 手机短信等提醒社会单位和
群众"防止上当受骗/接到群众咨询
和投诉"要做好解释工作"发现诈骗
线索的"要积极掌握证据"严厉打击
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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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责任编辑 姚广强
! "# $%&'()*+,,-,. /01234#

!"#$

!"#$#%%&"'$&%%($)&*%

!

月
"

日 星期五 晴

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

!

记者 王军
!"#$%&'

骄阳似火的六月! 我来到了平

顶山舞钢市! 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

记者基层蹲点工作"

#你应该到我们庙街乡去看看!

那里用高科技织起了一张平安大

网" $刚到舞钢!舞钢市委政法委副

书记% 综治办主任南献民就作起了

推介"平安建设&正对口'我决定走

一遭!一探究竟(

庙街乡是距离舞钢市区最远的

一个乡镇!地处叶县%方城%舞钢三

县)市*交界(#过去庙街的经济条件

很差!地理位置很偏僻( 上世纪
$%

年代初! 庙街乡的财政收入半年只

有
&%%%

多块钱!很多人提起庙街直

摇头!都不愿意到这儿来( $庙街乡

综治办主任刘海涛介绍说(现在
'(!

万人的庙街乡! 辖区内建起了工业

园区+ 养殖园区等!

")

多家企业落

户这里! 去年乡里的财政收入达到

了
'&**

多万元,

#经济发展上去后! 乡里意识

到稳定的治安环境是经济发展的

强大基石 ! 突出治安防控体系建

设! 投资
+*

多万元在乡机关所在

地主要街道 %重点部位 %重要路口

等处安装了集录像监控%自动报警

于一体的监控系统, 在庙街乡派出

所监控室内!

"#

个电视画面将街头

行人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

楚, $说起监控的威力!刘海涛给我

说起了去年发生的一起杀人案, 去

年
$

月
"'

日! 庙街乡刘沟村村民

杨某被杀于家中, 民警经过现场勘

察和初步摸排走访!认为杨某的后

爹马正国有重大嫌疑!但此时早已

不见马正国的踪影, 民警迅速调出

案发时分的监控画面!发现案发后

马正国来过乡里!并在街上来回走

动!很是慌张!然后一路向北走去,

据此!警方判定了马正国的逃窜路

线!组织民警北上平顶山,

",

小时

后!民警将正在平顶山火车站候车

的马正国抓获!马正国很快承认了

自己杀人的犯罪事实, #警方这么

快破案!乡里的监控设施真的功不

可没, $刘海涛说,

庙街乡在乡机关和乡辖企业

所在地建起监控系统的同时!又在

居住相对集中的村庄安装了#平安

大喇叭 $%#平安互助电话 $%#电子

狗 $等技防设备 -在村民居住分散

的村子推广 #十户联防$ 报警器,

#前些年在俺村!治安状况差得很!

钻墙打洞偷东西的事时有发生!为

了看好家里养的牛羊!常常是养啥

和啥睡!就那还是提心吊胆的, 自

从装起了.电子狗/!村里再也没有

出现过偷盗现象!那玩意儿厉害得

很 !一有情况就报警 !一只 0狗 1能

看
-*

户人家, 现在村里人外出走

亲串友!很少关门落锁, $在庙街乡

人头山村 !说起 2电子狗 $的好处 !

刚刚说话还很腼腆的村党支部书

记孟庆汉嗓门不禁高了起来( 2现

在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日子越过

越安稳( 乡里又掏钱把全乡村民的

农村医保费用给交了( 邻乡的村民

见了面都说
.

.庙街啥时候向外扩展

呐!我们也想成为庙街人( 1$看得

出 !作为庙街人 !孟庆汉脸上写满

了自豪(

本报讯 !首席记者 赵蕾 特约

记者 连欣"(新时代的大学生是最
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社会推
动力量"堪当重任.大有希望# &

&

月
!

日上午" 省司法厅厅长王文海来
到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作为一
名普通观众"参加了该院组织的(纪
念新中国成立

&*

周年& 演讲比赛#

他寄语青年学子" 要积极投身于这
个伟大的时代" 振奋精神. 迎难而
上.奋发有为"为司法行政工作创新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演讲比赛现场" 由河南司法
警官职业学院各系选送的

'"

名参
赛选手分别以 0我与祖国共奋进1.

0热爱祖国.让青春飞扬1等为题"讴
歌了共和国成立

&*

年以来取得的
辉煌成就" 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
愿意献身社会主义事业的决心) 作
为一名普通观众" 王文海饶有兴趣
地听了每名参赛选手的演讲) 听至
精彩处"他禁不住和大家一起鼓掌)

王文海满怀深情地说"党和国家
十分重视青年学生工作)党和国家领
导同志每年都会到高等院校与青年
学生座谈"勉励青年朋友发扬爱国主
义精神.立志报效国家) 当前我省正
处在实现跨越式发展.重铸中原辉煌
的重要时期" 正处在应对严峻挑战.

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特殊时刻"他希
望青年学子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中原崛起贡献青春力量)

(一定要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刻
苦学习.发奋读书.掌握知识.提高
能力的实际行动" 时刻准备着为社
会.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人生价值"在
建设祖国的伟大实践中燃烧自己火
焰般的青春年华) &在讲话中"王文
海谆谆教导青年学子" 只有在社会
实践中检验所学的知识" 才能把理
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 才能具有更
强的能力.更高的素质"成为一个德
才兼备的人" 才能成为更适应现代
社会需要的人)

省司法厅厅长王文海寄语

青年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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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丘讯
%

记者 张东 特约记

者 何高峰 通讯员 张志伟
&

文图
'&

月
+

日
"'

时许" 龙卷风和暴雨袭击商
丘后"宁陵县公安机关.武警 .消防
官兵全警出动"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确保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

""

名学生被困民警连夜出警

当日
"'

时
'+

分"宁陵县公安局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在清水河广场
游玩的

"*

多名学生被困+ 宁陵县公
安局副局长孔杰立即带领民警赶赴
现场"只见学生们蜷缩在广场西侧"

抱着一把长椅哭成一团) 民警将孩
子们抱上三辆警车"问清住址后"顶
风冒雨"将孩子安全送到家)

(当时暴雨倾盆" 能见度很低"整
个车身都在颤抖" 我们只能慢慢摸索
着往前走) &民警郑国红说"途经建设
路县政府门口时" 一根被折断的电线
杆突然倒下来"民警急忙刹车"离车不
到

'

尺)当把学生张斌送到家门口时"

正焦急万分的家长紧紧握住民警的手
说*(人家往家跑"你们却往外跑"人家
的命是命"警察的命也是命"你们一定

要注意安全啊+ &

徒步赴现场拽出被困面包车

""

时
+*

分"宁陵县公安局指挥
中心接到许昌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

许昌市居民李建平驱车行至宁陵路
段时"面包车被大树砸压"人被困在
车里) 城郊派出所所长常勇.指导员

杨海涛立即带领民警赶赴现场"在暴
雨中可见度非常低"当他们赶到二环
路往南走时"一棵大树骤然倒下"开
车的杨海涛猛打转向"险些被砸在树
下) 大树阻路"他们下了警车"冒雨
徒步奔赴现场)

在事发现场"一棵合腰粗的大杨
树压在面包车中间"前后车门严重变

形) 民警齐心协力将大树推开"用力
拽出面包车"撬开车门"将伤者救出)

然后询问二人的伤情"刚刚脱险的李
建平.马昌征看到民警浑身湿透"激
动地说*(天灾无情"民警就是俺的救
命恩人啊+ &

用手扒开废墟 背出孤寡老人

""

时
/*

分"宁陵县公安局阳驿
派出所接到袁庄村村民报警 *(

#*

多岁的孤寡老人胡秀莲埋在倒塌的
房屋里面" 腿被砸折" 生命危在旦
夕) &正在救灾一线的民警立即驱车
往现场赶"当行至东张楼路段时"车
前后两棵树先后倒在路上" 把警车
卡在中间+

民警跳下车" 冒雨顶风" 跑步前
进) 赶到袁庄后"由于没有找到铁锹等
工具"他们连忙和村民一起"用手扒开
废墟"背出昏迷的胡秀莲"紧急送往县
人民医院救治)值班医生说*(老人身子
弱"再迟来一会儿"就有生命危险) &

据统计"灾情发生后"宁陵县公
安民警不顾个人安危"先后出警

'"&

次" 搬运树木
#***

余棵" 清理国道
',

公里"抢救受伤群众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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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一大早!永城市公安局蒋口派出所所长纪波带领民警深

入辖区!帮群众恢复重建(

户籍警服务如何 %&'(

本报南阳讯 !记者 王海锋 通

讯员 王 彬"(

'&+$**

元 "天工集团
还竞吗 ! 要不绿城公司可要竞得
了22& 这是南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竞价会上的一幕 '

&

月
+

日 "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竞
价招标会 " 对该院综合办公楼和
审判法庭外墙粉刷 . 室内防水和
内门装修等工程进行公开竞价 '

山东汇源公司等来自省内外的
'"

家具备相应资质的装修安装公司
参与了竞标' 经过激烈的竞价"最
终南阳市绿城建安公司 . 河南恒
昌防水防腐有限公司和南阳市金
地利装饰有限公司等

+

家公司以
最低报价竞得了这

+

项工程 "比
参竞企业的最初预算和报价节约
了近

+*

万元'

竞价招标是南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近年来在基建实践中总结出
的一套既保证工程质量又降低建
设购置成本的新方法.新经验' 当
有建设安装工程或打算购置多宗
办公设备时"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会将所需标项向社会公开"邀请符
合条件的企业参与竞标"企业报名
后先对其进行资质审查"符合资质

的企业在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后即
可参与竞标'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所招标项一般不设标底"竞标企
业需自行对标项进行评估.造价并
在竞价日前交司法行政处封存"待
确定竞价日期后"各竞标企业在南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以最
低报价为起始价按协商确定的减
价幅度进行再竞价"减价幅度可随
竞价轮数的增加而降低"最终价低
者竞得确定标项'

参加竞标的企业普遍表示"南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竞价招标会
给参与工程的公司创造了一个非
常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竞争环
境"竞标成功的企业也确实把报价
压到了最低"竞争很残酷 "真希望
能在更大范围推广'

参与监督的南阳市财政局的
同志表示"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这种做法很好"争取能在全市加以
推广'

据了解"南阳中院今年通过公
开竞价的方法"先后在中院审判庭
装修时节约成本近

!*

万元"在审判
庭及会议室桌椅购置中节约

"*

余
万元'

办公楼装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