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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上午! 四川司机杨刚驾驶
的一辆集装箱货车行驶至京港澳高速
白云机场出口匝道时!不幸翻下山坡!本
人也受了伤" 事发后!高速交警到场处
理!并叫来了&公里外的花都区北兴镇新
城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的交通拯救
队进行救援"杨刚表示!该拯救队负责人
到场后给他列出了一张拯救的价格清
单!因为价格明显偏高!他便没有签字"

随后!拯救队负责人表示!即使杨
刚不签字也要强行清理现场!因为交警
命令他们马上施救!至于费用以后再说"

杨刚拦不住!只好让拯救队施救" 不料!

当杨刚处理完相关事宜后到停车场去
提车时!拯救队却给他出示了一份缴费

清单!拯救费用高达'()%*元"

杨刚表示! 车上载的是&(吨化工
原料三聚氰胺! 原计划从成都拉到广
州黄埔区! 全程约+$((公里! 连同路
费#油费在内的总运费才%$,((元"

记者向广州市内一家私人的交通
拯救公司负责人王先生咨询了解到!

目前市内交通救援时&(吨的吊车出动
一次收费为+,((元!,(吨的吊车出动
一次为-(((元! 但在实际操作时会根
据工作时间及路途远近适当加钱!最
高不超过,(."王先生表示!高速公路
的交通救援都会由交警指定拯救公
司! 普通的拯救公司并不能到高速路
上参与救援"

前日! 杨刚已向广州市物价局反
映了新城汽车运输公司乱收费情况!

物价局表示已受理"

广州市物价局负责人表示! 根据
高速公路吊拖收费标准! 单台吊车费
用最贵不超过+(((元"

广州市物价局一名负责人称!目
前全市有++家吊拖车公司在广州市物
价局申领了广东省收费许可证! 杨刚
遇到的这家公司可能没有申领许可
证!并可能存在违规收费行为"今年以
来! 广州市物价局已接到+单类似投
诉!并已引起各部门重视!特别是郊区
的吊拖车收费问题尤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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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
局长张小江表示! 新的政策措施实施
后! 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在目前已经
实现住院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待遇与
城镇职工同等的基础上! 将实现基本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待遇与
城镇职工一致"

张小江说$%由于户籍制度改革!

成都不再区分农民和城镇居民! 也不
再有&农民工'这个称呼" 全域成都城

乡劳动者将同等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

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与城镇职工
社会保险并轨后! 实施了/年的 )成
都市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
险暂行办法* 同时废止" 成都市非城
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并轨城
镇职工社会保险有关政策措施实施有
效期,年"

成都市行政区域内建筑施工企业
的非成都市户籍农民工接续参加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 按现
行有关规定执行"

去年%%月! 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
了 )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
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提出彻底破除
城乡居民身份差异!推进户籍#居住一
元化管理! 充分保障城乡居民平等享
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
的权利"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完善
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

%成都市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
合社会保险! 是以前专门为农民工量
身定做的" (张小江告诉记者!%这虽解
决了广大农民工在进城务工期间的社
会保障!但相关待遇低于城镇职工" (

据张小江介绍!今年&月&%日前已
参加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
险的人员! 其综合社会保险关系分别
并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
疗保险+从-月%日起!接续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工
伤# 生育保险并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
的保险待遇"

据介绍!今年&月&%日前已参加综
合保险的人员和今年-月%日以后被用
人单位新招用的非成都市户籍的农民
工! 接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后!符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时!按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办法按月计发基
本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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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办事效率高! 那就是遇到什
么事马上就去办!立说立行" 你别说!

还真有这样的行政部门,昨天!齐鲁拍
客%指尖痛(就在济宁曲阜市发现了这
样一个机构! 在齐鲁网社区发布了一
张%马上就办办公室(的图片!引发了
网民们的热议!不到一天时间!已经有
,((多人参与了讨论" (

在%指尖痛(发表的照片上记者看
到!在一间办公室的门框上!挂着%马上
就办办公室( 的白底红字门牌" %指尖
痛(附上了一段简短的图片说明!%曲阜
为加强机关作风建设! 提高办事效率!

在全体工作人员中倡树 %立说立行#马
上就办(工作理念" 推行%马上就办(工
作作风!力求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为老
百姓办实事!成立马上就办办公室" (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发帖网友%指
尖痛(!他告诉记者!这是自己在到曲
阜市政府办事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

这让他感到非常意外! 他评论说!%政
府!要把老百姓的事放在最高位置!这
样才可以得民心!顺民意"不要把老百
姓拒之千里! 要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

实事" (

通过上网搜索! 记者发现成立了
%马上就办办公室( 的还不止网友帖子
中的那一个地方$+月++日人民网报道!

在曲阜市陵城镇!刚刚挂牌成立了%马
上就办办公室(+ 嘉祥县科协也于+(%(

年)月成立了%马上就办(办公室--

随后记者联系了济宁市委宣传
部! 一位负责同志告诉记者!%马上就
办办公室(在济宁已经推行了一年多!

是%效能济宁(的一个部分!目前多个
部门都已经成立了 %马上就办办公
室(!就是为了提高行政效能!增强执
行力和公信力"

记者注意到! 在+(%(年济宁市召
开的 %全市依法行政暨行政审批工作
会议( 上曾提到!%各级各部门要以正
在推进的政府机构改革为契机! 按照
新体制#新职责#新规章的要求!倡导
%马上就办(的理念!落实%马上就办(

的措施!提速推进各个层面的工作!切
实增强执行力#公信力"深化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切实规范
行政行为!强化行政效能监察" (

帖子发布不到一天的时间! 已经
吸引了,((余名网友参与了讨论!%马
上就办办公室( 也获得了网友们一致
的赞许"

网友 %蜘蛛侠///( 说!%贴近生
活(+网友%青果果虫(说!%希望能办出
实事!办出民心(+网友%齐鲁汶人(发
帖说!%老百姓希望马上就办(--

网友发帖希望!有了%马上就办办
公室(这个机构!还需要落实到位" 网
友%给生活加彩(评论说!%有了马上就
办办公室!还需要办实事!做到名副其
实,(!网友%01'/&++(跟贴说!%希望能
办出实事!办出民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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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晚上/点多!云南曲靖市
罗平县马街上革岗村的村民黄建文
收到了马街中心法庭邮寄来的一张
传票!随即找人联系律师"可是!当律
师听说了应到时间后!以为愚人节提
前来临"这时!当事人才发现$用手写
的传票笔迹清晰地显示$应到时间为
%+(%%年+月&(日*时("

这下! 当事人黄建文犯难了$不
去吧!收到了法庭传票"去吧!今年的
+月份新历只有+/天#农历只有+*天"

看来!这+月&(日是永远也等不来了!

这如何是好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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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苏州吴中区发生命
案!一男子勾结%小三(杀害妻子后伪
造溺亡假象" +月++日!法院分别判处
两被告人死刑和无期徒刑" 杀妻凶手
在父母逼迫下与被害人结婚!婚后与
其前女友仍保持性关系!因怕离婚会
遭到家里反对!与前女友合谋谋杀妻
子" 凶手和其妻均为%官二代("

+(%(年%%月! 苏州吴中区小石

湖公园发生一起命案! 一男子勾结
%小三(杀害妻子后伪造溺亡假象"

案发后! 有网友通过人肉搜索
爆出双方当事人的家庭背景! 张岚
的父亲是苏州吴中区副区长" 朱江
涛的父亲是前吴中区安监局副局
长!大伯是苏州某集团的老总"后经
记者查证! 死者张岚确系吴中区劳
动局就业管理科科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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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新
村村民卢明恒在自家庭院外打水井
时!意外发现一座墓葬!颇有文物保
护意识的卢先生立即停止挖掘并报
警"当晚!花果山乡派出所立即安排
警力对现场进行了保护" 经连云港
市博物馆考古专家连续三天发掘和
鉴定!初步鉴定该墓葬为西汉中期!

并出土灰陶罐#木俑#耳杯#漆器#鸠
杖等+(余件"

卢先生的妻子李连云介绍说!

%*日那天! 她和丈夫在院墙外挖水
井的时候竟有意外收获///挖了+

米多深!就惊讶地发现!在自家院子
下面竟然埋藏着一大片整齐# 有序
地排列在一起的木板"

据汉代湿尸林惠平的主要发掘
者项剑云介绍!+(日早上)点半!他
们抵达发掘现场" 经半天的发掘工
作!并没有发现盗洞" 加上东#西两
汉-((余年的太平盛世!墓葬陪葬品
较多"应该说!该墓葬的出土文物保
存的相对完整"

据介绍! 连云港市文物部门已

将墓葬发掘情况汇报至国家文物
局"根据规定!如果发现类似湿尸这
样的重要文物!发掘工作将停止!交
由省级以上文物部门继续发掘"

纪达凯分析! 该墓葬是西汉中
期!距今++((至+&((年" 目前!另一
个大棺没有开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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