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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千名市民代表现场“票决”120 个科室工作作风

被评“最差科室”，一把手要引咎辞职

“从 2008 年开始进行评

议科室和重点岗位至今，社

会评议面不断扩大， 评议代

表的结构也更加合理。 ”评议

代表、年已八旬的全国劳模吕

永明告诉记者，连续 5 年来均

有单位负责人的“乌纱帽”在

评议中应声落地，涉企科室和

重点岗位评议犹如一股清风，

吹醒了漯河市那些漠视群众

利益、行政效能低下的官员。

“开展涉企科室评议活

动， 在推动职能部门转变作

风、强化服务意识、提高办事

效率、 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

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得

到了省政府的肯定和推广。 ”

漯河市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李智民说。

30 位“少林高手”加入海军陆战队

其中不乏拳击、散打世界冠军

据河南日报消息 12 月 19 日

上午， 在郑州火车站准备前往广东

的 30 名新入伍的海军陆战队员成为

过往旅客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因

为他们均是从曾参加过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开、 闭幕式和连续 10 年春晚

表演的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挑选

出来的，即有武术特长，又有较高文

化素质。

在新兵输送专用候车厅， 登封

市人武部长严书伟介绍， 特种兵在

军中发挥着拳头和尖刀作用， 此次

30 名新兵均是优中选优， 他们志愿

当兵，崇尚军营，希望用自己所学服

务军队。

今年 20 岁的世界散打冠军严康

力是 30 名新兵中的一员， 来自贵州

毕节，因迷恋上散打运动，远离家乡

来到全国有名的武术之乡———河南

登封学习少林武术， 在 2011 年 3 月

举行的第九届香港国际武术节拳王

争霸赛中， 严康力夺得 60 公斤级总

冠军。

“到海军陆战队后，我会更加努

力 ，争取像电视剧《火蓝刀锋》中的

英雄一样， 参加马尔斯国际侦察兵

大赛，为中国军人拿金牌。 ”20 岁的

严康力信心满怀。

而 24 岁的何明俊是嵩山少林武

术职业学院的一名武术教练， 痴迷

军事， 也曾获河南省武术馆校赛男

子 56 公斤级散打冠军。 一直怀有从

军梦想的何明俊， 今年征兵工作刚

开始就报了名。问起入伍动机，他说：

“我看重的不是学费返还、优待金发

放，而是军人神圣的使命感。 我希望

自己能当一辈子兵，通过努力成为部

队需要的人才，利用自己的特长为部

队带出更多的优秀士兵。 ”

“洛阳 11 岁童工被老板殴打致死”续

两名责任人被处分

据新华社郑州 12 月 20 日专电（记者 李亚楠）洛阳西

工区日前对发生在 12 月 7 日的童工被殴致死案两名责任人

做出处理。

7 日凌晨， 洛阳市西工区行署路菜市场某馒头店内发生

一起伤害案。 店主王某将 11 岁的杜某殴打致伤，后将杜某送

往医院，杜某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警方迅速将

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经讯问，王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了解，死者杜某为伊川县人，系犯罪嫌疑人王某同乡，

一个月前经人介绍到王某经营的馒头店干活。 6 日晚，王某认

为杜某偷拿店内财物，遂对杜某进行殴打，致杜某经抢救无效

死亡。

此案发生后， 洛阳市西工区和公安部门对杜某家属进行

了深入调查了解，并对馒头店周围的群众进行了走访，初步认

定该馒头店存在使用童工行为。 西工区对负有劳动监察责任

的相关人员提出处理意见， 对西工区劳动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杨宗超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对分管劳动监察大队的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孙春林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伊川县民政部门已到遇害男孩家里看望， 将根据具体情

况对杜某家庭进行帮扶。

我省 16项公务支出强制刷“卡”

据河南日报消息 12 月 19 日，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 省财政厅等

五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实施省级

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将 16 个公务

消费项目列入省级预算单位公务卡

强制结算目录。

这 16 项强制结算项目是： 办公

费 、印刷费 、咨询费 、手续费 、水电

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

修 (护 )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 、

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

有五种情况可以实行现金结

算：支付给单位临时聘用人员（不含

长期聘用人员）的费用；按规定支付

给个人的慰问金、 抚恤救济金等支

出；签证费、快递费、过桥过路费、火

车费 、汽车费 、出租车费 、异地出差

燃油费等目前只能使用现金结算的

支出； 在不具备刷卡条件的场所发

生的零星支出； 其他特殊情况确需

使用现金结算的。

《通知》要求所有实行公务卡制

度改革的省级预算单位， 从 2012 年

12 月起严格执行省级预算单位公务

卡强制结算目录， 凡目录规定的公

务支出项目， 应按规定使用公务卡

结算， 除确需现金支付的五项费用

外，原则上不再使用现金结算；原使

用转账方式结算的， 可继续使用转

账方式。

公务卡具有减少现金流量、便

于监控管理等特点，能够“卡 ”住一

部分不规范的公务支出。 据悉，下一

步，省财政厅将不断加大工作力度，

督促各部门制定相应实施细则 、开

展宣传培训， 不断提高预算单位使

用公务卡结算的主动意识。

据大河报消息 19 日上午 9 时，漯河市召开 2012 年涉企科室和重点岗位集中评议大会。

“现在公布评议结果。 执法类倒数第一名市园林局园林监察大队，服务类倒数第一名市公安局车辆

管理所，综合类倒数第一名市物资集团散装水泥办……”当日上午 11 时许，主持人宣布完投票结果，全

场掌声如雷。 按规定，科室被评最差，主要负责人必须引咎辞职。

[现场]� 千余市民代表当场打分“票决”

19 日上午，漯河市与企业生产、

群众生活联系紧密的 47 个市直及驻

漯单位的 120 个内设科室、二级机构

的负责人，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迎接

年终“大考”：若考个倒数第一名，全

单位人员今年均无评优评先资格，且

停发一年的文明单位奖金和绩效奖；

一把手更“惨”，县级后备资格将被取

消，还不得不引咎辞职。

1028 名“主考官”的身份是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特约监察

员、个体商户和重点项目、企业的代

表等，全部是通过漯河市纪委、监察

局渠道选出和临时通知而来的。

公检法、土地、房管、交通等部门

的 120 个二级单位，将由这些代表按

照执法类、服务类、综合类三大类别，

当场评出“机关作风最差科室”。

[结果]� 科室被评最差领导必须辞职

在无记名、现场打分的形式下，

现场由计算机读卡计票。 11 时许，得

票统计结果出炉。

执法类、服务类、综合类得分最

低的科室将受到这样的惩罚：确定为

“机关作风最差科室（单位）”；取消所

有人员当年度的评优评先资格，停发

一年的文明单位奖金和绩效奖；负责

人是县级干部的给予效能告诫，是县

级后备干部的取消后备资格；不是县

级后备干部的，两年内不得推荐为县

级后备；分管领导将被诫勉谈话，并

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年度考核、县

级领导班子年度实绩考核中给予扣

分； 主管单位要向社会作出整改承

诺；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

[成效]

一批“乌纱帽”落地

12 月 19 日，即将出发的入伍新兵在郑州火车站集结点摆出武打造型。

父亲非法持大量假币

儿子带人抢劫致父惨死

据河南法制报消息 日前， 漯河市中级法院审结一起父

亲非法持有假币违反法律在先， 儿子为满足贪欲伙同他人抢

劫父亲，并漠视同伙持刀伤害父亲造成其父惨死的案件。

2002 年，李某发现父亲李某某私藏大量假币后，盯上了这

笔“钱财”。2002 年 2 月 19 日，李某喊来朋友陈某、朱某一起商

量如何将李某某的假币抢出来。 次日，李某等 3 人拿上匕首和

长刀，骑着一辆摩托车赶到李某某家。 李某推开父亲房门后，

陈某上前用匕首抵住李某某的脖子，威胁其拿出假币，否则就

“翻脸不认人”。

看到父亲受陈某持刀威胁，李某没有阻拦，而是站在一旁

看着同伙进一步逼迫父亲。 陈某看到李某某不从，拿匕首朝李

某某的胸部扎了一刀，李某某倒地不醒。 随后，陈某等 3 人发

现同李某某一道回家的郑某某躲在另一屋中， 便将郑某某捆

绑并对其搜身。

陈某等 3 人从郑某某身上搜出 400 余元后， 骑摩托车逃

窜。 郑某某挣脱捆绑后报警，但此时李某某已经因失血过多没

有了呼吸。

案发当晚，陈某等人逃跑。 2011 年 8 月 2 日，已经在外逃

亡近 10 年的陈某最终选择到舞阳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李某、

朱某相继投案。

最终，法院依法以抢劫罪，分别判处李某及其同伙朱某、

陈某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15 年。

男童贪玩不愿写作业

母亲用枕头将其捂死

据河南法制报消息 义马市一男童因贪玩不愿做作业，

被母亲用枕头捂住嘴，最终导致男童丧命。 男童死后，其母亲

既后悔又害怕，便将孩子的尸体抛至楼下的垃圾道旁边。 目

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已被刑事拘留。

12 月 17 日一早， 义马市义煤集团某小区一位居民像往

常一样准备上班，在楼道拐角处发现了一具幼童的尸体。 该

居民马上报报警。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经询问了解到死亡男童大

约 5 岁，是该小区一张姓住户的儿子。

经调查，民警发现该男童的母亲有重大嫌疑，便将其带回

派出所。

经审讯得知，杨某和丈夫张某是该小区居民。 2008 年，张

某因意外工伤住进医院，一个温馨的家庭陷入了困境。 丈夫 4

年的治疗费用让这个家庭摇摇欲坠，杨某也承受着巨大的压

力。今年 12 月 16 日 20 时许，杨某准备辅导儿子写作业，但儿

子生性爱玩不愿意写作业。 杨某一怒之下便用枕头捂住他的

嘴，儿子越是挣扎，杨某越是使劲儿。直到孩子一动不动了，杨

某才发现儿子已经断了气。 事发后，杨某既后悔又害怕，随即

将儿子抛尸于楼下的垃圾道旁边。

目前，杨某已被刑事拘留，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