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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相关改革方案，
已经中央审议通过，即将印发实施。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共有七个方面
的主要任务、100多项改革措施。一是
健全维护国家安全工作机制，二是创
新社会治安治理机制，三是深化公安
行政管理改革，四是完善执法权力运
行机制，五是完善公安机关管理体制，
六是健全人民警察管理制度，七是规
范警务辅助人员管理。

在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改革方面，
这次改革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扎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创新人口服
务管理、健全完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
居留制度和改革边防出入境、交通、消
防监督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
列服务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和便
民利民的政策性措施、制度性安排。
建立行政审批事项定期清理和行政审
批权力清单制度。扎实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取消暂住证制度，全面实施居住
证制度，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
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落
实无户口人员落户政策。建立户口迁
移网上流转核验制度和居民身份证异
地受理制度，方便异地办理户口和身
份证。改革内地往来港澳边检查验模
式，提高通关效率。向县级公安机关
下放出入境证件受理审批权限。健全
完善统一规范、灵活务实的外国人在
中国永久居留制度。改革驾驶人培训
考试，推行驾驶人自主预约考试、异地
考试等制度。深化机动车检验改革，
全面实施省内异地验车，逐步推行跨
省异地验车。加快建立跨省异地处理
交通违法和缴纳罚款制度。缩小建设
工程消防审批范围。全面落实报警求
助首接责任制、群众办事一次告知制、
窗口单位弹性工作制，大力推行“预约
服务”、“绿色通道”和“一站式”等服务
模式。积极搭建综合性网络服务平台

和新媒体移动终端，推行行政审批事
项全程网上流转，方便群众咨询、办事
和查询、监督，等等。

在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方面，
这次改革从完善执法办案制度、执法
司法衔接机制、执法责任制、人权保障
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规范执法权力运
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系列改革
举措。探索实行受案立案分离和立案
归口管理制度。健全行政裁量基准制
度，细化量化裁量标准。深化执法公
开，落实执法告知制度。围绕推进以
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适
应证据裁判规则要求的证据收集工作
机制，完善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
则和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违法犯
罪嫌疑人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讯问
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制度和对违法犯
罪嫌疑人辩解、申诉、控告认真审查、
及时处理机制，完善侦查阶段听取辩
护律师意见的工作制度。规范查封、

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程序，实行
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完善执法责任
制，健全执法过错纠正和责任追究制
度，建立冤假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
探索建立主办侦查员制度，落实办案
质量终身负责制，等等。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还明确提出，
根据人民警察的性质特点，建立有别
于其他公务员的人民警察管理制度和
保障机制。按照职位类别和职务序
列，对人民警察实行分类管理。适应
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要求，建
立健全人民警察招录培养机制。贯彻
落实人民警察生活待遇“高于地方、略
低于军队”的原则，建立符合人民警察
职业特点的工资待遇保障体系。完善
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制度，建立健全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等职业风险保障制
度。依法维护人民警察执法权威。规
范警务辅助人员管理，等等。

（据新华社）

中央通过公安改革方案
将取消暂住证制度

“各地单纯追求对GDP的考核是
造成统计水分甚至造假的重要原
因。”湖南省统计部门一位处长分析
说。

湖南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
处长林德勇建议，要进一步加大统计
执法力度，目前是哪里发现数据出现
问题才去执法，在统计的过程中也应
该加强执法力度。

抽查39家企业差错额38.2亿
衡山县是湖南一个只有40多万

人口的小县，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国
家统计局统计执法检查室在去年上
半年查实，湖南衡山县在统计和“三
经普”中，虚报数据的问题非常突
出。抽查的39家联网直报工业企业，
2013年工业总产值上报数合计44亿
元，而检查数合计只有5.8亿元，差错
额高达38.2亿元。

无独有偶，国家统计局统计执法
检查室的核查中，还发现长沙市某区
在统计和“三经普”中也存在严重的
虚报数据行为。比如，核查的9家联
网直报企业普查数据，有5家存在虚
报，其2013年商品销售额(营业额)上
报数合计2.7564亿元，而检查数合计

仅为337万元，虚报数是实际数的80
多倍。

为了多报，一些地方甚至“借尸
还魂”，弄虚作假。衡山县核查的40
家联网直报工业企业中，有6家在
2013年前已经停产、或未投产、或被
收购的企业仍然在报数。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前后历时
两年多，记者获悉，这些造假行为被
发现后，经全新核查这些数据已在全
国经济普查中予以修正。

企业被逼造假，被查收费偷税
根据查实，联网直报统计开始

后，衡山县经信局和县统计局相关工
作人员通过QQ群向全县联网直报工
业企业发送预计数据，指导企业按照
发送的预计数填报信息，18家企业按
预计数上报信息，多家企业由县经信
局和县统计局相关工作人员固定代
报或临时代报。

此外，衡山县统计局分单位制定
“三经普”经济指标预计表和个体户
目标数，并向各乡镇分解任务目标，
误导基层和企业虚报普查数据。更
有甚者，衡山县统计局还伪造普查资
料，对实际不存在的非联网直报企业

编造“三经普”告知书200份，将资料
录入PDA(电子终端设备)上传。

沿海一位民营企业家向记者讲
述说，他在某县投资建了一个厂，这
个县的县委书记逼着他们虚报产值，
本来是2亿元的产值，非要报8亿元，
后来税务、经信等部门还来查收费偷
税、节能减排任务是否完成，虚报了
几次后企业实在受不了。后来这位
县委书记调走了，县长当了县委书记
后又要求以3倍产值虚报，还说“请帮
帮忙！”

基层统计部门报多少统计多少
记者发现，在“长官意志”下，基

层统计部门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的甚至“为虎作伥”，帮助造假。一
位基层统计局长说，长期以来，他们
基本是企业报多少就统计多少，对上
报数据只是进行简单的“匹配性”判
断，如果相关数据明显存在漏洞，就
打回去要求重新上报，而不会去做更
深入、更准确的调查评估。

衡山县和长沙天心区统计造假
事发后，当地10多名责任人受到处
理。

（据新华社）

5.8亿元的产值
上报为44亿元，1.1
亿元的主营业务收
入上报为7.8亿元；
停产的、未投产的、
被兼并的，甚至连地
址都找不到的企业，
还在上报“产值”；一
些部门分解任务，伪
造资料，“指导”企业
上 报 虚 假 数 据
……这是湖南省在
全国第三次经济普
查中抽查发现的统
计造假行为。

湖南衡山县统计造假
39家企业多报38亿元

紧抓劫匪持刀的手
双脚猛踹对方身体

11日凌晨3时54分，黄琳独自一
人走进宁德市六一北路一家银行的自
助区准备取钱，谨慎的她在输密码时，
还特意回头看了几眼，此时自助区里
只有她一个人。

监控视频显示，3时56分06秒，
一名戴着帽子和口罩的男子，手持一
把70厘米长的大砍刀突然冲进自助
区，直奔黄琳。听到脚步声，黄琳急忙
回头，此时大砍刀已经架到了黄琳的
脖子上。她被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坏
了，惊声尖叫，男子担心路人听到，一
只手紧紧搂住黄琳的脖子，并试图捂
住她的嘴巴，黄琳不停反抗。男子见
此情景，便将黄琳狠狠摔在地板上，随
后骑在她身上。此时，黄琳渐渐镇定
下来，她用双手死死抓住男子抓刀的
右手，双脚猛踹男子的身体。

女子夺刀追击劫匪
两路人帮忙抓住他

3时56分22秒，男子体力不支，
黄琳趁势夺下大砍刀，男子见势不妙
夺路而逃。黄琳赶紧起身，顾不上拿
柜员机里的钱和卡，抓着大砍刀追了
出去，并高声呼救。两名正在附近消
夜的男子听到求救后拔腿就追，很快
便将那名劫匪扑倒在地。接警赶到的
茶园派出所民警迅速将劫匪制服。

经审查，23岁的男子蔡某承认了
持刀企图抢劫黄琳财物的事实。原本
在一家娱乐场所上班的蔡某近期迷上
网络游戏，经常旷工被辞退。11日凌
晨，他花光最后一点积蓄，便打算靠抢
劫弄点钱。他手持大砍刀壮胆，没想
到作案时竟被身材瘦小的黄琳夺走。

目前蔡某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
捕，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福州晚报)

11日凌晨，身材
瘦小的福建省宁德
市女子黄琳(化名)到
银行自助区ATM上
取款时，遭遇惊魂一
幕：一名男子手持大
砍刀，冲进自助区试
图抢劫她的财物。
25岁的黄琳奋力与
劫匪展开搏斗，只用
了 16秒，便夺下大
砍刀，劫匪仓皇逃
跑。黄琳一路追赶，
在两名热心人的帮
助下成功将劫匪抓
获。

女子凌晨取款遭抢

16秒空手夺刀吓跑劫匪

蔡某手持大砍刀冲进自助区

蔡某将黄琳狠狠摔倒在地

搏斗中,黄琳夺下大砍刀

●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取消暂住
证制度，全面实施
居住证制度。

●改革驾驶人
培训考试，推行驾
驶人自主预约考
试、异地考试等制
度。

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报道，美国
宇航局（NASA）日前为了庆祝太阳动
力学天文台发射升空五周年，合成了
一段在过去五年期间SDO所拍摄下
的太阳活动视频。

这个视频长逾4分钟，它记录了
太阳黑子、日珥、太阳耀斑、太阳暗条
以及两次金星凌日等天文现象。

NASA宇航员PhilPlait说，SDO
拍摄下了太多绝美的太阳活动画面，
已超乎他此前所想。它为揭示了人类
从未知晓的有关太阳的另一面。

2010年2月11日上午10点23分，
NASA的太阳动力学天文台搭乘大力
神火箭从卡纳维拉尔角升空。SDO
是NASA的“与星同在”计划中的第一
个任务，该计划的目标是提出描述日
地系统特征所必要的科学观点，正是
这些特征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社
会。NASA的戈达德中心为华盛顿的
NASA科学任务理事会建造、操纵并
管理着SDO探测器。

（据中新社）

2012年8月31日，SDO拍摄下
的太阳爆发日珥照片。

NASA发布绝美视频
4分钟记录5年太阳活动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5日凌晨
4点，丹麦警方就哥本哈根连续2起枪
击案举办新闻发布会。警方在发布会
上证实，在其中一起枪击事件中，一名
头部中枪的民众死亡。由此，这两起
袭击事件共已造成2死5伤。

丹麦警方称，第二起犹太人教堂
袭击案中，2名受伤的警察“已经脱离
危险”，但头部中枪的民众已经死亡。

当地时间14日至15日，丹麦首都
哥本哈根在约10小时内连发2起枪击
案，2起枪击案发生的时间大约间隔
10小时左右。

此前消息称，丹麦第一起袭击案
发生在咖啡厅，1人死亡，3人受伤；第
二起枪击案发生在一个犹太教堂附
近，一人头部中弹，2名警察受伤。

（据中新社）

丹麦哥本哈根
连发两起枪击案
致2死5伤

●深化机动车
检验改革，全面实
施省内异地验车，
逐步推行跨省异地
验车。

●贯彻落实人
民警察生活待遇
“高于地方、略低于
军队”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