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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反腐再刷纪录

!!!!!!

本报综合消息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副

厅长潘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目前正

在接受组织调查# $

2

月
+6

日傍晚时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发布上述信息# 在中共高压反腐的当下"

一名厅级官员被调查的消息其实并不惹眼"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纪委当日公布的第

+5

名被查处的厅局级官员#

除了河北的潘晓东"中纪委当日发布的

消息显示"贵州省黔东南州
6

名厅级干部被

免职并立案审查"他们分别是黔东南州人大

副主任%黎平县委书记杨俊"黔东南州副州

长吴育标"黔东南州政协副主席古鹏#

在湖北" 有
6

名厅局级官员被免职"分

别为&省政协常委%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梅祖恩" 孝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延

臣%刘建军#

同日发布的消息显示"山西
6

名厅局级

官员被!双开$"分别为省直属机关工委原副

书记郭忠实"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局长任云

峰"以及大同市原副市长靳瑞林#

记者注意到"在此之前"本月
++

日"中

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一天之内公布了
7

名厅

级官员被查处的消息"这个数字刷新了今年

年初!

,1

小时公布
2

厅级干部被查$的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此

次一天之内公布
+5

名厅局级官员被查处的

消息"再次刷新了纪录#

近来"厅局级官员集中被查"这也是中

共高压反腐的一个缩影# 反腐力度加码"带

来的则是官员落马密度的提升#

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案件查处$

栏的通报" 今年上半年被查处的官员多达

665

余人"超过去年全年!战果$#无论是反腐

查贪的频率"还是落马官员的职级"中纪委

上半年的反腐力度都已高于去年全年#

事实上"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已

有近
15

名省部级及以上高官被查" 尤其前

不久周永康因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审查"使

得中共反腐备受外界关注#

舆论分析"中纪委近来频频集中通报厅

局级官员被查处的消息" 意在形成震慑"向

外界释放反腐不泄力% 肃贪不止步的信号#

!马学玲"

省长科长!一视同仁"

出差伙食补助每天限 +55元

河南新规!

!!!!!!

据新华社电 为整治!差旅歪风$!培训

腐败$"河南省出台规定"要求厅局级干部

出差只能坐经济舱'从省长到科长"省内

外(除青海%西藏外)出差"每人每天伙食

补助标准为
*))

元包干# 超出标准支出部

分将由个人自理#

河南省近日相继出台*河南省省直机

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河南省省直机关培

训费管理办法+# 办法对差旅费管理明确

规定&出行方面"厅局级及相当职务人员"

飞机只能乘经济舱"火车可坐软席"高铁
!

动车可坐一等座"轮船可乘二等舱'其余

人员飞机乘经济舱" 火车只能坐硬席"高

铁
!

动车坐二等座"轮船乘三等舱#

而在住宿方面"河南省内出差"厅级

及相当职务人员每人每天不超过
+,)

元"

其他人员每人每天不超过
--)

元'省外出

差因地市差异" 省级最高不超过
,))

元"

厅级不超过
.))

元" 其他人员不超过
-.)

元#

河南对培训费也进行了严格规定"要

求每人每天不超过
-.)

元标准 # 与此同

时"省直机关组织培训尽量使用本单位内

部场所"如果本单位没条件"择优选择党

校%行政学院等所属培训机构%高校培训

基地以及组织人事部门认可的培训机构

承担培训项目# 通过这些规定"以期限制

有些单位借培训之名组织旅游#

贫困生资助热线今开通
教育部接受相关政策咨询和投诉 并对投诉问题进行核查

!!!!!!

本报综合消息 即将进入开学季 "为

督促各地% 各高校全面做好学生资助工

作" 切实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困

难"

2

月
+1

日上午" 教育部决定今年继续

开通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热线电话"接受相

关政策咨询和问题投诉"并对投诉问题进

行核查处理#

教育部表示"希望了解国家各项资助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和措施的

学生"及普通高校在校学生"发现学校没

有贯彻落实国家规定的各项资助政策和

措施的"均可拨打热线#

同时"全日制普通高校新生入学报到

时"如发现学校没有按照国家规定对家庭

经济确实困难的新生开通!绿色通道$"或

学生家庭所在县(市%区)被确定开办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但该地区没有按照规定

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的"均可拨

打热线与教育部联系#

投诉人在投诉时需提供姓名%家庭所

在地%联系电话等真实信息#

热线开通时间#

2

月
+3

日至
7

月
+3

日!每天
28559,:8::

"

电 话 号 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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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姬"

褚全华给田营村村民带来了真实惠

从"水#"泥$路到水泥路 从%靠天吃饭$到引水灌溉

!

晚报记者 姬慧洋

本报讯 !以前每逢下雨天"俺们出

门走的,水-,泥-路"自从他来了"俺们走

的是真正的水泥路' 以前俺村田间地头

没有井"庄稼旱也只能旱着"他来了给俺

们打了
,-

眼井" 天再旱俺们也不怕了#

他给俺们村民干的好事说不完" 这样的

好干部"俺以前没见过# $

2

月
+6

日"在

沈丘县莲池乡田营行政村村室附近"记

者见到了村民彭爱英"她口中的他指的

是村支书褚全华" 提起这位好支书"村

民都赞不绝口#

因为前一天刚刚下过雨" 小孩子正

在水泥街道的凹处踩着水花" 旁边的大

人看着笑着# !以前俺村的路都是泥路"

下雨天一出门"就是一脚水一脚泥"现在

好了"想踩泥都没有了# $彭爱英笑着说"

!以前村里环境卫生不好"一到夏天蚊蝇

成群" 现在村里每家每户都有绿色的环

保垃圾桶" 每天的生活垃圾就倒到垃圾

桶里"每周三%周五都会有专人进行收集

清理# $据介绍"自从褚全华到了田营行

政村" 他不仅争取上级部门支持和多方

筹措资金为群众修了
3

公里的水泥路"

还积极制定措施治理村内的环境卫生#

!现在俺村不仅干净"还安全得很# $

村民吴保良说"!俺村安的有摄像头"站

在监控室可以看到村里各条街道的情

况#晚上除了有摄像头"褚支书还带着俺

们村民成立了夜间巡逻队" 村里的大喇

叭随时开着"一有动静"大喇叭就播音# $

在田营行政村村室门口" 记者看到

了一个公示牌" 上面写着田营村巡逻站

岗制度"全村共有
,+:

户"每天
3

户"每

户
+

人组成站岗巡逻小组" 由村两委成

员带队轮流值班站岗巡逻" 时间为每天

,,

时至次日凌晨
3

时# 巡逻队员还配备

照明灯%钢盔%橡胶棒等夜间巡逻器材#

!今年天气虽然干旱"但俺村的玉米

却长势喜人" 没有一家的玉米因为干旱

而缺水 " 这都归功俺们的好支书褚全

华# $村民徐喜堂说"!说起水井"不得不

提起
,:+,

年# 当时褚书记冒着酷暑到地

里定位井眼的位置" 从打井位置的选择

到所需材料的质量" 再到水井日后的维

护管理"他都亲自参与"积极安排落实#

在他的带动下" 俺村先后打了
,-

眼井"

也正是这些井" 彻底解决了群众的切身

问题# $

开栏的话

!!!!!!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夯实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根

基!一场领导带头"干部响应"群众参与的下基层活动在周口大地全面铺

开# 我市大批党员干部走出会场和机关!深入农村和企业生产一线!问政于

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解民忧"办实事$ 在下基

层工作中!涌现出很多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增

进农民收入的先进典型$ 近日!本报将走进下基层工作的先进单位和部分

先进个人!看一看他们是怎样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的$

!!!!!!

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免签入境国家

名单!

2

个"

亚洲#韩国&济州岛'

美洲#海地%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

岛&英国海外领地'%特克斯和凯科斯群

岛&英国海外领地'%牙买加%多米尼克

大洋洲#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塞班

岛等'%萨摩亚

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办理落地签证

国家名单!

6;

个"

亚洲#阿联酋%巴林%东帝汶%格鲁吉

亚%老挝%黎巴嫩%马尔代夫%缅甸%尼泊

尔%斯里兰卡%泰国%土库曼斯坦%文莱%

伊朗%印度尼西亚%约旦%越南%柬埔寨%

孟加拉国

非洲(埃及%多哥%佛得角%几内亚比

绍%科摩罗%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马拉

维%塞拉利昂%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

美洲(圭亚那%圣赫勒拿&英国海外

领地'

大洋洲(斐济%帕劳%图瓦卢%瓦努阿图

与中国达成持普通护照互免签证的

国家!

1

个"

圣马力诺%塞舌尔%毛里求斯%巴哈马

中国公民免签入境国家增至 +,个

"落地签$

6;

个

!!!!!!

本报综合消息 据外交部官方微博!外

交小灵通$消息"近期"外交部领事司对中

国领事服务网 *有关国家和地区单方面有

条件地允许中国公民免签入境和办理落地

签情况一览表+进行了更新(截至
,:+1

年

;

月
6+

日)" 并已通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机关给予相关人员出境便利# 单方面允许

中国公民免签入境国家有
2

个" 单方面允

许中国公民办理落地签证国家有
6;

个#

另外"中国与圣马力诺%塞舌尔%毛里

求斯%巴哈马签有互免签证协定"这几个

国家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也可以

入境免签#中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以免签

入境的国家总共有
+,

个# !储信艳"

名单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