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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公安打击邪教组织专项行动破案500余起

““全全能能神神””重重要要头头目目近近百百人人被被抓抓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全国公安
机关6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了对“全能神”邪教的专项打
击行动。行动开展两个月来，全
国共破获案件500余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近千人，有力打击了

“全能神”邪教的嚣张气焰。
据介绍，山东招远发生“全

能神”邪教组织成员故意杀人的
恶性案件后，社会各界对邪教组
织的极端暴力行为深感震惊，要

求严打邪教的呼声高涨。公安部
对此高度重视，会同有关部门部
署自6月起在全国开展对“全能
神”等邪教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
专项打击行动。专项打击行动开
展以来，抓获犯罪嫌疑人近千
人，其中包括组织指挥的“全能
神”重要头目和骨干成员近百
人。河北、安徽、河南、内蒙古、江
苏、山东等地公安机关破获了一
批“全能神”邪教组织团伙案件。

在依法严厉打击“全能神”

邪教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
对受骗加入“全能神”邪教组织
的群众，各地党委政府组织开展
了耐心细致的帮扶教育，帮助他
们认清“全能神”的邪教本质，摆
脱邪教精神控制，回归正常生
活。宗教界人士、公众媒体和社
会各界也主动站出来，揭露“全
能神”的邪教本质和社会危害，
帮助群众提高识别、抵御邪教的
能力，营造了全社会反邪教的良
好舆论氛围。大量群众向公安机

关举报“全能神”邪教活动情况。
“全能神”是冒用宗教名义

欺骗群众，非法敛财、破坏法律
实施的邪教组织，近年来，在全
国制造了多起危害公民人身财
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案件。在山
东招远发生“5·28”案件之前，河
南、河北、湖北等地曾发生多起

“全能神”人员杀害亲属、伤害无
辜群众的恶性案件。党和政府对
此高度重视，公安机关多次开展
专项打击行动，依法予以严厉打

击。
另据了解，7月21日，山东省

烟台市人民检察院已对招远“5·
28”案件犯罪嫌疑人张立冬、张
帆、张航、吕迎春、张巧联5人以
故意杀人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两项罪名提起公诉。近
期，广西、江苏、重庆、河北等地
人民法院审结了一批“全能神”
邪教组织人员犯罪案件，有效震
慑了“全能神”邪教组织犯罪活
动。

２０１１年 到
２０１４年６月，
全国政府委
托的机动车
拍卖业务成
交额

46 . 6亿元

上海、山东、
广东、浙江、
内蒙古等５
省份成交最
多，占近三
年多来政府
委托机动车
拍卖成交额
的４３．３％。

20 . 2亿元公务车改革

大事记

2014年
7月16日，中办、国办联合

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
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

2011年
工信部等三部门联合发文，进一

步降低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的采购价
格，明确要求排气量不超过1 . 8升，价
格不超过18万元。

2010年
针对公车改革遭遇的难题，民革中

央提交了提案，建议厅级以下官员全部
取消专车，再次引发热议。

2009年
经过近7年的酝酿和

试点，杭州正式启动
市 级 机 关 公 车 改
革，市局 (副厅 )

级以下干部一
律取消专车，
并向公务员
发放公车改
革补贴。

省纪委公布桓台县巡视整改情况

清清理理超超编编公公车车，，讲讲学学收收入入也也要要报报告告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2013年11月18日至12月11日，省委第二巡视组对桓台县进行了巡视并反馈了

巡视意见。8月19日，省纪委官方网站公布了桓台县的巡视整改情况。

6名企业兼职党政干部

辞去公职

桓台县计划今年8月份继
续组织开展县党政领导班子成
员向县纪委全委会专题述廉，
年底继续组织开展镇（办）、部
门党政正职向县纪委全委会专
题述廉。进一步细化专题述廉
内容。制定述廉报告参考样本，
统一规范述廉格式，详尽述廉
内容。报告中，个人收入情况包
括：本人月工资收入，全年工资
总收入；市、县给予的年度考核
奖和招商引资奖励等奖金总收
入；讲学、写作、咨询、审稿、书
画等劳务所得。

针对清理纠正党政机关干
部在企业兼职问题：截至2013
年底，已有6名在企业兼职的党
政干部辞去公职，其余兼职人
员均辞去了在企业兼任的职
务。按照上级要求，今年5月26
日，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县人
社 局 联 合 发 出 通 知 ，对 县 内
2004年5月以来在企业兼职（任
职）的现职干部，提前离岗和改
非未办理退休手续人员，退离
休人员，辞去公职前在企业兼
职（任职）的人员，在企业有领
取薪酬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摸
底。

定期查阅

机关效能监测点QQ群

针对严格落实公务用车有
关规定问题：桓台县成立了由
县纪委、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
室、县财政局组成的县公务用车
清理工作小组，对全县公务用车
超编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摸底。经
查，2013年上级部门核定该县公
务用车编制719辆，清理前公务用
车836辆，超编117辆。

办公用房面积超标问题：
今年1月12日—27日，桓台县纪
委、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
组成联合督查组，对全县9个镇

（办）、82个部门单位办公用房
进行了现场督查，督促超标单
位限期整改。经过专项清理，共
腾退办公用房3818 . 3平方米，
整改后人均办公用房建筑面积
13 . 7平方米，符合规定。

针对一些执法部门改进工作
作风问题，桓台县对发生违纪违
规的部门单位和个人，点名道姓
通报曝光，严肃问责。目前，已对
26起43人予以通报。定期查阅机
关效能监测点监测台账和机关效
能监测点QQ群。进一步规范工程
项目招投标和政府采购工作。坚
持把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作为选拔
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

本报东营8月1199日讯（记者
宋贝贝）19日，东营市直单位

58辆公车进行网络拍卖。80位竞
买者经过6个小时竞价，最终成
交46辆，总成交额267 . 78万元，
比 照 车 辆 评 估 价 增 值 率 为
139%。其中，底价为38 . 5万的丰
田兰德酷路泽受到青睐，经过36
轮角逐，拍出本次拍卖会最高价
58万元。

19日上午，东营市直单位公
务用车网络拍卖会在山东鑫泉
拍卖公司拉开帷幕。该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
共处置市直单位公务用车63辆，
均为公车清理中超标、超编的车
辆。其中有5辆因为车况原因，已
直接做报废处理，剩余58辆公车
进行网上拍卖。从车辆信息来
看，车龄最长的是1999年购置的
桑塔纳2000，已使用15年，底价
为5000元。车龄最短的是2012年
12月购置的，距今不到两年。该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说，从整体来看，这批拍卖的车

辆整体车龄偏长，大部分是2005
年前后购置的，仅2003年购置的
就有15辆。

9点整，网络拍卖正式开始。
通过前期报名，交押金等争取到
拍卖资格的80位竞买者登录网
络拍卖平台匿名竞价。拍卖的第
一辆车是2008年购买的丰田兰
德酷路泽，起拍价为38 . 5万元。
该车只跑了5万多公里，引来多
人竞拍。竞买者你一千我两千不
断加价，竞买历时半小时，经过
36轮竞价，最终32号竞价成功，
以58万的价格拍下这辆车。

山东鑫泉拍卖公司副总经
理姜峰说，上周五到这周一共四
天是车辆的展示时间，有的市民
来看好几次了。

拍卖会从上午9点持续到下
午3点。山东鑫泉拍卖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泽宏介绍，最终成交46
辆，成交率79 . 3%，总成交额为
267 . 78万元，比照车辆评估价
增值率139%。此次拍卖12辆车
流拍，将下调价格重新拍卖。

东营市直58辆公车网上拍卖46辆成交

角角逐逐3366轮轮，，越越野野车车涨涨价价2200万万

本报记者 高扩

据人民日报消息 经国务院
同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
日发出通知，要求减少职业资格
许可和认定。

通知强调，严格按照行政许可
法和相关规定，取消国务院部门设
置的没有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决定
作为依据的准入类职业资格；国务
院部门设置实施的有法律法规依
据的准入类职业资格，与国家安
全、公共安全、公民人身财产安全
关系并不密切或不宜采取职业资
格方式进行管理的，按程序提请修
订有关法律法规后予以取消；取消
国务院部门和全国性行业协会、学
会自行设置的水平评价类职业资
格，确有必要保留的，经国务院人
社部门批准后纳入国家统一规划
管理；取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自行设置的职业资格。

2014年将重点清理国务院部
门、行业协会、学会以及其他中央
单位面向社会自行设立的各类职
业资格，特别是那些计划经济色彩
浓厚、矛盾比较集中、行业基础薄
弱的职业资格；到2015年，基本完成
减少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工作。

通知指出，今后凡新设国家
职业资格，须报国务院人社部门
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统一规划和管
理，各地区各部门不得自行设置
国家职业资格。

据新华社沈阳８月１９日电
记者从１９日召开的全军标准经费
供应管理工作会议获悉，全军优
化公务事业经费投向投量，扩大
标准化供应范围，建立起一套与
部队使命任务相衔接，集供应、消
耗、管理于一体的经费标准体系，
推动标准经费管理由粗放式向科
学精细转变。

目前，新的军队公务事业经
费标准，涵盖５大类、３０个科目、
１１０００多个标准项目，覆盖全军所
有团以上单位和各类人员，更加
科学有效保障部队养兵过日子，
在源头上防止经费分配使用中的
腐败和浪费，加快了财力向战斗
力的有效转化。

据悉，新的公务事业经费标
准，实现了从军官到士兵、从总部
机关到基层连队、从内陆部队到
边防连队，各类设施、设备、装备、
器材建设和配备，以及水、电、气、
油等实物消耗，全部定量定标，通
过将经费按标准直接订到单位、
项目和人员，确保经费分配管控
公开透明，有效防止了截留挪用、
随意支出等问题发生。

人社部:

各地各部门不得

自设国家职业资格

公务事业经费咋花

军队建立新标准
22 00 11 44年年

上上半半年年政政府府
委委托托机机动动车车
拍拍卖卖共共成成交交

22001133年年
上上半半年年成成交交

东营市直单位待拍卖公车停放在展示区。本报记者 宋贝贝 摄

6.3亿元

1111 .. 88亿亿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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