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月
"#

日! 相关人员在事故现场展开救援" 当日早上!

大连胜利路附近正在施工的一条隧道发生坍塌事故!

"$

名施

工人员被困! 尚未有人员伤亡" 目前救援通道已经打通! 外界

与被困人员已经取得联系" 新华社记者 闫平 摄

沿淮四省将合力开展
淮河采砂整治行动

新华社合肥
!

月
"#

日电 !记者刘洋 朱青" 水利部
!

月
"!

日在安徽省蚌埠市召开淮河流域河道采砂专项整治会议#

决定将在淮河流域集中开展淮河河道采砂专项整治行动# 保障
淮河流域防洪和航运安全$

水利部将联合江苏% 安徽% 山东% 河南
#

省于今年
!

月至
""

月开展该专项行动$ 重点对涉砂船舶% 沿线砂场进行清理
整顿# 对非法采砂行为进行专项打击# 对河道采砂管理责任制
和责任追究制% 管理体制机制% 法规制度建设% 涉砂船舶管
理% 采砂规划编制% 行政审批许可% 日常监管% 砂场管理% 能
力建设和长效举措等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整改落实$

据介绍#专项整治行动包括三个阶段#一是专项打击#由地
方各级政府和淮委集中时间%集中力量专项打击非法采砂行为#

恢复河道管理的良好秩序&二是集中检查#不仅检查专项打击的
效果#更要从采砂管理的机构建设%责任制落实%部门配合%监管
效果等方面检查采砂管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三是成果巩固#通
过专项整治工作#切实建立起采砂管理的长效机制$

会议要求# 各地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河道采砂总量和作业方
式的监管# 确保严格按照总量要求和符合规定的作业方式规范
开采$ 加强对涉砂船舶和采砂机具的监管# 严厉打击 '三无(

船只# 狠抓源头治理# 并积极引导现有的采砂业主转产# 指导
和帮助采砂户另谋职业# 解决砂民的生计问题# 从根本上杜绝
非法采砂$

!"

$%""

年
!

月
"&

日 星期二

!"#$ %&'

!"() * '

神 州 瞭 望
! " # $ % " & ' ( ) * & + * $ ,

下列弃婴 !儿童"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 其生父母
或其法定监护人持有效证件和护理费前来认领# 逾期无
人认领者# 将根据 )收养法* 和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
记办法* 的规定# 依法安置$

婴儿性别# 女
捡拾时间#

#""$

年
%

月
$&

日
捡拾地点# 池州市贵池区墩上街道墩上社区黄桥

池州市贵池区民政局
二!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 "

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广大干部群众抒发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感受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只有我们
把群众放在心上# 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
上& 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 群众才会把
我们当亲人$( 胡锦涛总书记在 '七一( 重
要讲话中阐述了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
肉联系的重要性# 把党的群众观点理论提
高到新境界$ 连日来# 广大干部群众在抒
发学习 '七一( 重要讲话感受时# 对此表
现出强烈的情感认同和共鸣$

把人民地位和群众工作提升到

前所未有高度

胡锦涛总书记在 '七一( 重要讲话中
指出#

$%

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 来
自人民% 植根人民% 服务人民# 是我们党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以人为本% 执
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 是指引% 评价%

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湖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马哲军谈及
'最高标准( 时表示# 胡锦涛总书记在 '七
一 ( 重要讲话中 # 在讲到坚持群众路线 %

做好群众工作时# 用了
&

个 '最( 字# 把
人民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把群众
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进一步丰富
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马哲军说# 基层一线是个大熔炉# 是
群众开辟的最火热% 最丰富% 最生动的课
堂 $ 今年上半年 # 湖北省委部署开展的
'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 就是党员
干部深入群众% 身体力行的模范工程# 受
到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范鹏认为# 胡
锦涛总书记在建党

$%

周年的重要讲话中十
分突出地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始
终把人民摆在最高位置成为这次讲话最令
人鼓舞% 最深入人心% 最引人注目的内容$

总书记特别强调的不仅是为了人民# 而且

还有依靠人民$ 问需于民是为了人民# 问
政于民也是为了人民# 问计于民还是为了
人民$

这几天# 浙江日报记者俞佳友特别忙
碌$ 从

!

月
'(

日开始# 一个以他名字命名
的 '民情工作站( 正式运作$

)%%$

年
*

月# 俞佳友受浙江日报报业
集团委派# 到丽水市青田县万阜乡担任省
派农村工作指导员# 兼乡党委副书记和乡
长助理$ 在担任农村工作指导员的

&+%

多
个日日夜夜 # 他和山区的父老乡亲同吃 %

同住% 同劳动$ 回到报社后# 他在报社领
导支持下办起浙江日报首个 '民情工作
站(# 及时全面报道省内各地的民生事件$

'希望能借助这个平台# 发扬党的新闻工作
者深入基层% 服务百姓的传统$(

切实增强党与群众的鱼水之情

'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尊重人
民首创精神# 拜人民为师# 把政治智慧的
增长% 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
创造性实践之中$( 胡锦涛总书记这番话在
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

曾几何时# 河北城市给人的印象一是
'土(# 二是 '旧($ 而今# 这种印象正在被
'时尚(% '大气( 的赞美所代替$ 经济结
构不断优化# 百姓幸福指数不断攀高# 内
涵品位和外部环境品质不断提升++自
*%%&

年以来# 河北省加快统筹城乡区域发
展步伐# 把推进城镇化建设作为最大的惠
民工程# 随着城市的规划% 建设和管理水
平不断提高# 老百姓也真切感受到实惠$

'认真领会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精
神 # 就要切实增强党与群众的鱼水之情 $

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 自觉并善于从
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 在加快
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把民生优先作为维护稳

定的治本之策# 解决好群众最关心% 最直
接% 最现实的问题$( 邯郸市委书记郭大建
说# 邯郸要建设经济繁荣% 环境优美% 人
民幸福# 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 有较大影
响力的区域中心城市# 大规模城市改造建
设必不可少# '通过各级干部的依法推进%

有情操作# 真正使城市改造建设变成造福
群众的惠民工程 % 锤炼干部的育人工程 %

增进和谐的鱼水工程% 夯实基层的堡垒工
程$(

从
*%%,

年
$

月开始# 每月的
,

日# 在
浙江台州的社区% 村庄# 到处能看到这样
的场面, 民警面对面听取群众呼声# 及时
解决问题改进工作$ '恳谈会( 涉及最多
的还是百姓身边的难事急事$

'胡总书记的讲话更坚定了我们将民
情恳谈进行到底的决心$( 台州市公安局局
长陈棉权感慨地说# '事实证明# 构建和
谐警民关系# 必须要从老百姓最关心的小
事做起$( 近年来# 台州市公安局连续多年
在市委% 市政府组织的 '万名群众评满意
机关( 活动中名列前茅$

湖北省委财经办 !省委农办" 主任刘
田喜表示# 湖北省

-"

万名干部深入全省全
部行政村开展 '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
动 (# '送政策 % 访民情 % 办实事 % 促发
展(# 这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
一次生动实践# 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
系# 推动了 '三农( 工作# 促进了社会和
谐稳定$ 下一步# 我们将结合学习贯彻落
实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巩固% 扩大%

运用好活动成果# 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
群众工作$

把 $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 服

务人民& 落到实处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民政局局长张振
宏认为 # 做到权为民所用 % 情为民所系 %

利为民所谋# 对做好 '以民为本% 为民解
困 % 为民服务 ( 为宗旨的民政工作来说 #

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民政工作
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 特
殊群体和优抚群体# 党和政府的爱民之情%

亲民之意% 为民之举# 在很大程度上是通
过民政工作来体现的$

作为传统农业省份的甘肃省# 由于自然
条件严酷# 长期存在着农村贫困面大% 贫困
程度深的问题$ 同时# 甘肃又是经济发展相
对落后省份# 财力状况捉襟见肘$ 面对这样
的基本省情# 甘肃坚持财力向民生领域倾
斜# 尤其是在保障贫困农民生活方面# 在制
度设计和工作部署上织密保障网$

'画面很清晰# 音响效果也好$ 真没
想到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与大城市同步上映
的新影片$( 近日# 在新落成的河北省永年
县洺州数字影视城# 老党员张建忠观看电
影 )建党伟业* 后连声说好$

河北省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加强党群关系的突破
口# 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目前已
经建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心和基层服务
点

(.,

万个# 深入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 农
村电影放映% 农家书屋等重点工程# 全省
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到

$$/

以上# 基本
实现 '一村一月放映一场公益电影(& 大力
开展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高雅艺术
下基层(% '彩色周末( 等文化惠民活动#

丰富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

河北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聂辰席说#

为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 '七一( 讲话精
神# 河北省将在全系统全战线广泛开展群
众路线教育# 把服务群众的理念始终贯穿
于各项工作实践 # 深刻回答好 '为了谁 %

依靠谁% 我是谁( 的问题# 真正把 '为了
人民% 依靠人民% 服务人民( 的要求落到
实处$

!

月
'#

日! 西藏和平解放
(%

周年成就展在拉萨

市西藏博物馆举行' 来自自治区学校% 机关的各界群

众参观了成就展" 新华社记者 张铎 摄

陕西

国家信息安全产业园
项目正式启动

新华社西安
!

月
"#

日电 !记者张晨俊" '

)+''

中国信息
安全产业高峰论坛暨陕西国家信息安全产业园项目启动仪式(

日前在西安浐灞生态区正式举行# 包括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
在内的

'&

家企业在项目启动仪式上签订了入园协议# 标志着
全国最大的信息安全产业园项目正式在陕启动$

记者从西安浐灞管委会了解到# 陕西国家信息安全产业园
是由国家信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电子商会与陕西东
方信息安全产业基地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全国最大的信息安全
产业园区# 在

)+''

年
#

月
&

日西洽会上落户西安浐灞生态区$

根据建设规划# 陕西国家信息安全产业园将包括
',

个功
能区# 建设总投资达

'0+

亿元$ 项目建成后# 该产业园将成为
我国功能完备% 规模最大% 产值领先的国际化大型高科技园
区# 并迅速提升我国西部地区信息安全技术和信息安全保障水
平# 不断增强我国西部地区信息安全产业群在国内和国际上的
影响力和竞争力# 逐步提升我国信息安全产业在国际市场的占
有率$

发改委责令违法经营者
限期限价销售囤积党参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江国成" 据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

日介绍# 为严厉打击囤积炒作中药材价格的违法
行为# 保持中药材价格的基本稳定# 发展改革委同有关部门对
甘肃陇西地区

*+

多个中药材存储仓库进行了全面检查# 对一
些中药材经营者蓄意囤积党参# 导致市场供应紧张# 价格大幅
上涨的行为进行了查处# 依法公开告诫# 并责令违法经营者限
期限价限对象销售$

发展改革委依法对
*+"+

年
"*

月前囤积党参的浙江南方药
材有限公司等

"+

户经营者# 下达了价格行政执法告诫书# 责
令其于

*+""

年
!

月
*"

日之前# 按照不超过每公斤
,+

元的价
格# 将储存的

*+

多万公斤党参出售给以党参为原料并取得
123

认证的中成药制药企业$

同时# 发展改革委对
*%--

年
-

月以来存有党参的
44

户经
营者予以告诫# 责令其于

)%--

年
-)

月
(-

日前将储存的
&%

多
万公斤党参出售给以党参为原料并取得

123

认证的中成药制
药企业$ 逾期未按规定销售并提交有效凭证的# 将依法予以行
政处罚$

)%%$

年下半年以来# 党参价格一路上涨# 从当年
&

月的
每公斤

$

元左右上涨至
)%--

年
,

月的每公斤
$%

元左右# 涨幅
达

-%

倍之多$ 党参价格的大幅上涨# 除产量下降供求紧张外#

少数不法经营者囤积炒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发展改革委认为# 这次检查发现的部分经营者的囤积行
为# 加剧了市场供求紧张关系# 助推了党参价格上涨# 违反了
)价格法* 等法规的有关规定$

! ! ! !

(上接
)*

版)

各走访组所到之处# 基层人大代表
的积极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 大家纷纷
畅所欲言# 针对当前池州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热点% 难点问题和如何进一步改进
政府工作# 提出了一条条好的意见和建
议 $ 其中 # 反映最为强烈的是涉及农
业% 教育% 卫生% 公共管理等方面的民
生问题$

关于农业发展方面# 方锡友代表建
议市政府继续加快蔬菜基地建设进度#

加强蔬菜基地管理# 从根本上缓解主城
区老百姓 '吃菜贵( 问题$ 刘春盛代表
建议# 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技推广和农业
的投入# 提高农技人员工资待遇$

关于教育发展方面# 章炜代表建议
政府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
的关爱和教育力度# 另一方面要加大对
家庭教育重要性的宣传力度# 通过社会
舆论引导群众重视家庭教育$ 要均衡教
育资源# 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进一步缩
小城乡教师待遇的差距$ 刘仕英代表建
议加强对中小学附近的私人旅社和内设
网吧的管理# 保障青少年身心健康$

关于卫生事业方面# 王明月代表建
议市政府加强村级卫生室管理# 解决基

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来部分村级卫生
室存在的 '大锅饭( 和部分医护人才流
失问题$ 张晓怀代表建议政府建立因病
致贫% 因病返贫救助机制$

关于公共管理方面# 纪济阳代表建
议政府加强对城市公园管理# 坚决制止
不文明行为# 使公园真正成为市民的休
闲场所& 探索使用 '一卡通(# 实现水
费% 电费% 煤气费等一卡缴费# 方便群
众生活$ 洪斌代表建议政府可以通过一
定的补助方式开放公共体育场馆# 丰富
市民的业余生活$

此外# 在经济社会发展其他方面 #

代表们也对政府工作提出了不少有价值
的意见和建议$ 陈莉代表建议各级政府
要加大对社区服务中心的财政保障力
度 # 使社区服务中心更好地为群众服
务$ 方浩代表建议市政府在加大招商引
资的同时# 应进一步关心和扶持本土中
小企业发展$

据了解# 此次集中走访活动期间#

基层市人大代表共向市人大常委会及
'一府两院 ( 的工作提出了

'(

条意见
和建议 # 其中 # 人大工作方面

)$

条 #

政府工作方面的
*+

条# 司法工作方面
的

#

条 $ 市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

负责人表示# 对于基层市人大代表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 常委会会认真办理和交
办 # 并将办理情况及时反馈给基层代
表$

完善机制! 让代表满意让群众受益

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 #

代表工作是人大工作的基础和依托$ 基
层人大代表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 对选
民的所需所盼最为了解# 提出的意见和
建议价值很高$ 基层人大代表工作做好
了# 活跃起来了# 整个人大的工作就有
了生机# 有了活力$

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负责同志介
绍# 目前# 我市共有

)*%

名基层市人大
代表 # 如何做好闭会期间人大代表工
作# 是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一直挂
在心间的一件大事$ 通过连续

%

年开展
走访基层人大代表活动# 找准了人大代
表工作的切入点和抓手 # 在走访过程
中# 既加强了与人大代表的联系# 及时
掌握了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又拓
宽了人大常委会监督选题渠道$ 今后市
人大常委会将把这项制度继续坚持下
去 # 并不断改进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
容# 形成长效机制# 充分发挥基层人大
代表在紧密联系群众% 为群众办实事#

在为推进科学发展% 加速池州崛起进程
中的积极作用# 使代表工作更好地服务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为有源头活水来

西藏和平解放 !"周年成就展举行
!""#部古籍申报第四批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廖翊"

)%--

年全国古
籍评审工作

-&

日在京召开 # 第四批 )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 和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评审工作即日起正式
启动$

记者了解# 此次共有
$,,0

部古籍材料送交专家评审#

其中经部古籍
-444

部 # 史部古籍
)-&)

部 # 子部古籍
)%$0

部# 集部古籍
(40$

部 & 简帛古籍
(%

部 & 碑帖
-)4

部& 佛经
((-

部& 民族文字古籍
,&&

部$ 另有
)4

家古籍
收藏单位申报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其中包括布达
拉宫% 少林寺等宗教单位$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表示 #

此次古籍申报的特点是残本较多 # 稿本申报量相对较
大 $ 尽管评审难度大 # 但评审工作必须秉承 '时代早 %

流传少 % 价值高 ( 的遴选标准 # 让评审结果经得起检
验# 站得住脚$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及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的申报评审# 旨在以评审工作为契机# 逐步建立完善的古
籍保护制度# 加强对古籍保护工作的管理# 推动各古籍收
藏单位改善古籍保护条件# 以此带动古籍保护工作科学%

规范% 全面% 持续开展$

自
)%%!

年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实施以来# 已进行
了三批评审 # 共计

$&0$

部古籍入选 )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

-0%

家藏书单位成为 '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初
步建立了随机评审工作机制$ 三批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申报% 评审中发现了一批珍贵古籍# 如军事科学院军事
图书资料馆藏 )十三经注疏*% 辽宁省图书馆藏元余卓刻
本 )诚斋四六发遣膏馥* 等$

由知名专家% 学者组成的全国古籍评审专家委员会即
日起至

!

月
)$

日# 将采取分组评审形式# 对所申报古籍
材料及古籍收藏单位进行初评# 经由专家复审并上报国务
院批准后公布评审结果$

潍坊坊子透水事故
相关责任人被刑事拘留

新华社济南
!

月
-&

日电 !记者席敏 刘宝森"

据山东潍坊坊子区正东矿业透水事故救援指挥部
-&

日
-!

时通报# 因涉嫌犯罪# 发生透水事故的正
东矿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宝臣等

,

名相关责任人
已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

-%

日晚
--

时左右# 山东潍坊市坊子区正东矿
业有限公司发生井下透水事故$ 事故发生时井下有
(-

人现场作业# 后有
!

人安全升井# 有
)4

名工人
被困井下 $

-,

日 # 救援人员发现两名被困工人 #

但已无生命体征$

据了解# 正东矿业有限公司由青岛正东建设集
团依法取得采矿权#

)%%4

年由山东冶金设计院设
计# 其设计为

4

个中段#

)

条斜井# 设计生产规模
为每年

-%

万吨#

)%%0

年下半年开始建设#

)%%$

年
)

月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

年
-)

月# 这家矿采矿权转让给现企业法
人代表王宝臣# 并进行了交接$ 发生事故时# 这家
矿正组织人员对矿山设备设施% 巷道进行检修# 计
划于今年

-%

月份投产$

据潍坊坊子区正东矿业透水事故救援指挥部通
报# 山东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 对事故原因展
开全面调查$ 目前# 事故现场救援工作仍在加紧进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