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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肾更补肾益肾更补肾
好男人更健康好男人更健康！！

肾虚夜尿多，到了晚上老起夜，怎么办？腰膝酸痛，整

个人疲乏无力，怎么办？头晕健忘，精血亏虚，怎么办？

更多的方法请拨打免费专线400-857-1188获取。

肾虚，不仅要益肾，更要补肾！要是头不晕了，您的记忆力

自然越来越好，白天不犯困，晚上起夜少，能睡好觉，腰不

酸腿不软，不疲劳，舒服。浑身有劲儿精力足，您的日子才

有滋味。

茸地益肾胶囊愿每位中老年朋友找回精气神，找回好

状态！祝您肾好，夜尿少，生活和谐更美好！

来电教您益肾补肾方

详情请拨打免费专线：400-857-1188获取
★每日前50名来电，惊喜礼包免费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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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省份出台细则明确“能上能下”措施

三类干部将重点面临“下”

为落实中央精神，各地积
极推出相关举措。除北京、天
津、河北、甘肃等12个省份外，
甘肃定西、宁夏银川等地市以
及国土资源部等单位也结合各
自实际，制定了相关实施细
则。此外，吉林、江苏等省份的
实施细则也已进入讨论或计划
阶段。

在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相
关规定中，比较突出的内容是
完善了领导干部的问责机制，
各地的细则更是根据实际情

况，对领导干部不适宜担任现
职的情形、程序等进行了完善
细化。

北京在问责追究中增加
了“篡改、伪造个人档案材料”
等情形，在不适宜担任现职干
部调整的情形中增加了“违反
有关规定经商办企业、在企业
等经济实体兼职”等内容。

湖北省出台的实施意见，
把不适宜担任现职需要调整
的情形扩充到 20种，包括“参
与封建迷信活动”“不服从组

织安排，跟组织讨价还价”等
内容。

此外，一些地方还把扶贫
等工作的履职情况以及执行
民族宗教政策情况等作为干
部“下”的依据和标准。

随着规定和细则的陆续落
地，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处理效
果已经显现。据中组部统计，
截至去年年底，31个省份根据
规定精神，采取问责追究、调整
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方式，共
调整县处级以上干部584人。

北京市日前下发《北京市贯彻〈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 （试行）〉的实施办
法》，提出进一步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及时将那些锐意改革的干部大胆使用起
来，宽容改革探索中的失误，明确违法违纪免职等七种“下”的渠道。

去年7月，中央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与2014年修订的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组合实施，进一步完善了干部管理制度。“新华视点”记者
梳理发现，规定印发以来，已有北京、天津、河北、甘肃等至少12个省份出台了实施细则或
实施意见，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

一位省级组织部门负责
人告诉记者，以前对于什么干
部能“上”的规定和标准相对
明确，而对于什么样的情况应
该“下”、如何“下”等则比较模
糊，在实际工作中很难界定，

“能上不能下”的情况很多。
记者了解到，“能上不能

下”是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职
数长期超员、超配的原因之
一。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
此前缺少有关规定作为有力
抓手，干部队伍“清超”工作进
展一度慢于预期，影响了整个
干部队伍的活力。

一些人士指出，干部被调
整或免职，并不意味着“打入
冷宫”，或直接清理出公务员
队伍。比如中央规定中明确，
对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应当
根据其一贯表现和工作需要，
区分不同情形，采取调离岗
位、改任非领导职务、免职、降
职等方式予以调整。对非个
人原因不能胜任现职岗位的，
应当予以妥善安排。

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不
少地区还在针对干部“下”的
过程设置上展开探索，让干部

“下”得规范、“下”得服气。湖

北省黄石市明确，对于什么样
的干部要“下”，主要分两个阶
段来识别，第一阶段是通报、
召回，“不一棍子打死”；第二
阶段是整改期，如整改合格，
继续履职，如整改后还达不到
要求，直接免职。

“既要规范领导干部的行
为，也要给有能力干事的人撑
腰兜底。”一些基层组织干部认
为，在推进干部“下”的同时，要
增加对干部的激励和引导，让
纠错与容错并行不悖，切实调
动干部谋创新发展积极性。

据新华社

记者发现，从中央规定到
各地实施细则以及各地通报
干部处理案例，治党不严、为
官不为、违规乱为三类现象成
为调整处理的重点类型：

—— 从 严 治 党 落 实 不
力。在中央规定中补充的五
条对领导干部实施问责的情
形中，首条就是落实从严治党
责任不力，本地区本部门本单
位或者分管领域在较短时间
内连续出现违纪违法问题的。

专家指出，过去对下属贪
腐现象“睁只眼闭只眼”、只要
自己不出问题的“太平官”，在
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属于要

“下”的对象。
河南新乡原市委书记李

庆贵在任期间，下属 3名厅级

干部被查处，因此被河南省委
免职；湖北省地税系统去年被
查出领导班子成员办公用房
面积超标率超过 60%，违规修
建办公楼、违规配备公车等问
题严重，湖北省地税局党组书
记、局长许建国被免职。

——工作不担当、不作
为。为官不为、不敢担当、群
众意见较大等情形，已被多地
明确列入“不适宜担任现职干
部”情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
生说，少数干部不在状态，为
官不为，已成为当前阻碍改革
创新的顽疾，群众反映突出。
这类干部“下”，才能为敢为、
愿为、善为者腾岗位、搭舞台。

—— 违 反 组 织 规 定 行

为。个人有关事项填报不实、
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开展封
建迷信活动等违反组织相关
规定行为，被不少地区列入范
围。

中组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5年全国因不如实报告个
人有关事项等问题被取消提
拔资格的3900多人，受到调离
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免职、
降职等处理的124人。

一位省级组织部门负责
人表示，过去对于领导干部违
反相关组织规定，究竟是给予
警告处分还是降职免职处理
标准比较模糊，“现在对此类违
规现象是否下、如何下作出明
确界定后，对处理干部规矩意
识不强等问题就有了标尺”。

三类干部将重点面临“下”

各地积极推出落实举措

真正解决“能上不能下”问题

近年来，检察机关先后组织开展
的查办危害民生民利渎职侵权犯罪、
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查办发生在群众
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等专项工
作，都将扶贫领域作为重点。2015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部署集中惩
治和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
工作。2013年到2015年，全国检察机
关共依法查办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
2295人，占全部职务犯罪案件人数的
1.4％，其中2013年为579人、2014年
783人、2015年933人。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
富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

义和基本标志。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出
发，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
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查办
和预防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是检察机
关服务和保障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举
措，也是检察机关作为反腐败职能部
门必须承担的重大责任。最高检和国
务院扶贫办近期已联合下发工作方
案，决定从 2016年１月至 2020年 12
月，在全国范围内共同开展为期５年
的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
犯罪专项工作。 据新华社

最高检3年查办扶贫开发领域
职务犯罪2000多人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市公安局在
全市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纪律作风集中教育整顿活动，近日，夏
邑县公安局召开了懒政怠政“不想为、
不能为、不敢为、不作为”专项治理活
动动员会议，并以此为抓手深入推进
专项治理活动深入开展。

据了解，为确保专项治理扎实有
效，切实解决部分民警不同程度存在

的“四个不为”问题，该局以纪律作风
集中教育整顿活动为抓手，着力推进
队伍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
化，稳步推进懒政怠政“不想为、不能
为、不敢为、不作为”专项治理工作，为
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全员、全程、全方
位”的快捷高效优质服务，推进为民服
务长效机制落地生根，树立公安机关
良好形象。晚报记者 朱长涛

本报讯 近日，市总工会党组中心
组召开专项治理“四个不为”专题讨论
会和各部室部长会议。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刘沛
出席讨论会。市总工会专项治理“四个
不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列席讨
论会。

会议围绕“四个不为”问题展开了
大讨论，领导班子成员和各部室负责人
积极发言、认真讨论。大家一致认为，
一是“四个不为”是懒政怠政的具体表
现，严重影响公务人员的整体形象。市
委的决定很及时、很有必要，具有很强
的针对性。二是加强学习，提高认识，
深入查找自身存在的“四个不为”问题，
认真开展专项治理活动。三是要把专
项治理“四个不为”活动与持续开展的

反“四风”活动相结合，与工会治理“机
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倾向相
结合，认真做好公开承诺，每位机关人
员都要保证“不让工作在我这里贻误、
不让办理的事项在我这里积压、不让差
错在我这里发生、不让办事人员在我这
里被冷落、不让不良风气在我这里出
现、不让单位形象在我这里受损害”，按
时保质保量地完成市总工会2016年重
点工作，扎扎实实地为职工群众做好服
务。

最后，刘沛对专项治理“四个不为”
工作进一步强调，进一步结合实际，深
入讨论，切实查摆市总工会机关、工会
干部中存在的“四个不为”现象和工会

“四化”倾向，持续巩固反“四风”成果。
晚报记者 吴文昊

市总工会进行专题讨论
推进“四个不为”专项治理活动

夏邑县公安局扎实开展
“四个不为”专项治理活动

深入开展懒政怠政深入开展懒政怠政““四个不为四个不为””专项治理活动专项治理活动

本报讯 我市从 2013年开始启动
社会保障一卡通工作。经过全面的信
息采集和准备工作，今年预计发卡490
万张，届时，商丘市社会保障卡将实
现社会保险参保人员全覆盖。

社会保障卡是由人社部统一规
划，面向参保人员发行的用于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各项业务领域的集成电
路 IC卡。社保卡除了支持本地医保结
算业务外，还支持异地持卡住院结
算，可免去市民异地住院先垫付现金
再往返报销的麻烦。同时，这次发行
的社会保障卡“一人一卡一号”，取代
原有的单一险种凭证的医疗保险卡，
涵盖人社系统多领域的业务范围，比
如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等
保险及就业、劳动关系、人事人才等
领域的相关延伸服务，并为实现全省
通用、全国通用打下基础。此外，社

会保障卡将加载金融功能，可以作为
银行卡使用。未来将支持社会保险费
缴纳、养老金领取、医保费用结算、
就业补贴资金发放等应用，从而为广
大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需要注意的是，社保卡领取激活
后，原有医保卡将停止使用。暂未领
卡的参保人员，原医保卡可以继续使
用，医保待遇不受影响。

在职人员在参保单位申办；退休
人员在原参保单位申办；城镇居民、
灵活就业人员在本人所居住的市、县
（区）、乡（镇、街道办事处）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窗口申办。

商丘市市本级“社会保障卡服务
窗口”办公地址：商丘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一楼服务大厅（长江路与
中州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3288527 （季哲）

我市社会保障卡发放工作
今年开始全面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