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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项项规规定定实实施施一一年年
近近两两万万干干部部被被处处理理
99%是县处、乡科级干部

据中新社12月2日电 据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网站消息，近日，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印发《关于生产安全
事故调查处理中有关问题的规定》
指出，重大事故调查报告自事故发
生之日起一般不得超过60日提交。

规定指出，因事故造成的失踪
人员，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后(交
通事故、火灾事故自事故发生之日
起7日后)，按照死亡人员进行统计，
并重新确定事故等级。

事故调查组应当按照下列期
限，向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提
交事故调查报告：(一)特别重大事
故依照《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重大事故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
般不得超过60日；(三)较大事故、一
般事故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般不得
超过30日。特殊情况下，经负责事故
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延长提
交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但最长不
得超过30日。

经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正文部
分由组织事故调查的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在
政府网站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全文公
开，但依法需要保密的内容除外。有
关部门和事故发生单位应当自接到
事故调查报告及其批复的3个月内，将
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情况、事
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书
面报(抄)送组织事故调查的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广
西壮族自治区监察厅官方微博12月
2日下午称，广西柳州钢铁(集团)董
事长、党委书记梁景理涉嫌严重违
纪，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决定对其
立案检查。 据人民网

2日，还有两天就
是八项规定实施一年
的日子。2012年12月4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致同意关于改进工
作作风、密切联系群
众的八项规定。这一
年间，干部离特权远
了，离群众近了，党风
为之一变；机关里花
架子少了，干实事多
了，政风为之一变；奢
侈浪费少了，勤俭节
约多了，民风也为之
一变。

截至今年 1 0月
底，各地查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共计1 7 3 8 0起，处
理1 9 8 9 6人，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4675人。

一年间，党风政
风带动了社风民风的
好转，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逐步成为社会各
界和广大百姓的共
识，餐饮业、礼品业、
酒类行业正在摆脱畸
形发展，步入正常发
展轨道。

去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
会议一致同意关于改进工作作
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如今已近一年。2日从中央纪委
党风政风监督室获悉，截至今
年10月底，各地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共计17380
起，处理19896人，给予党纪政

纪处分4675人。
截至10月7日，中央纪委收

到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
举报917件。今年3月至今，中央
纪委分三批通报了22起违反八
项规定典型问题。

一年间，细化八项规定的
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各级党政

机关5年内不得新建楼堂馆
所；提倡节俭办晚会；坚决刹
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
不正之风；出台会议费管理新
规，狠刹会议费支出；严禁公
款寄送贺年卡、烟花爆竹等；
发布实施《党政机关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条例》。

年底曾是酒店“会务宴”的
旺季。然而，记者近期在济南等
城市调查发现，一些高档酒店
的党政机关餐饮会议订单明显
减少。山东省某机关办公室副
主任刘先生说：“今年单位不准
备开所谓的年会，能给单位节
省支出约10万元。”

进入12月，阳澄湖大闸蟹
的生意红火。“八项规定出来
后，我们普通蟹农的生意反而
好做了。”蟹农朱靖告诉记者，
往年专做公家生意的大公司几
乎垄断了大闸蟹销售，蟹农只
能以极低的价格将螃蟹卖给大
公司，大公司再以两三百元一

斤的价格销售给公家。今年，大
公司垄断力度减弱了，像朱靖
这样的普通蟹农通过网站、微
信和熟客等多方开拓销售，收
益比往年还要好。按照朱靖的
估算，到月底卖出3000只蟹，比
往年直接低价卖给大公司能多
赚近万元。

中央纪委的统计数字显
示，截至今年10月底，各地共查
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
17380起，其中发生在县处级、
乡科级机关的17163起，占总数
近99%；处理的19896人中几乎
全部是县处级以下干部。

相关部门的监督还存在
一定盲区。“现在乡镇一级的
纪检监察力量明显不足，有的
乡镇加上纪委书记一共只有
两三个人，难以真正履行监督
职责。”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
员薛庆超说。

作风问题的监督，关键在
一把手。“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
责人要认真履行好第一责任
人的职责，切实做到‘一岗双
责’。”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
雪勤说。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2日从中央组织部获悉，中组

部近日正式开通了“12380”短
信举报平台，形成了信件、电
话、网络、短信“四位一体”的

“12380”综合举报受理平台，主
要受理反映违规违纪选人用人
问题的举报。

短信举报平台，是继2004年
开通全国组织系统“12380”专用
举报电话、2009年开通“12380”举
报网站之后，进一步拓宽群众监
督渠道，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监督的重要举措。对“12380”举
报平台受理的违规违纪选人用
人问题，将按照“实报必查、查实
必究、失职追责”的原则认真办
理，以坚决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
风，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
人环境。中央组织部“12380”举报
平台举报电话：010-12380；短信

举报平台：12380；举报网站：http：
//www.12380.gov.cn；举报中心来
信地址：中央组织部举报中心，
邮政编码：100815。

据中组部举报中心负责人
介绍，“12380”要当好发现违规
选人用人问题和日常监督的

“千里眼”和“顺风耳”。
对违规选人用人问题的查

核分为6个步骤，即成立调查组、
制订查核方案、组织开展调查、
进行问题认定、提出处理建议、
形成查核报告；查核方法有调
取书证、个别谈话和实地走访
等3种形式。查核工作结束后，
调查组要结合了解的情况对举
报反映的问题逐一进行认定，
提出有关意见或建议，并形成
书面查核报告。调查组成员要在
报告上署名，对报告的准确性、
真实性负责。

截至十月底查处违反八项规定问题17380起

普通蟹农受益，今年多赚万元

乡镇一级纪检监察力量明显不足

中中组组部部开开通通““1122338800””短短信信举举报报平平台台
形成信件、电话、网络、短信“四位一体”的举报格局

安监总局：

重大事故调查报告

须事发60日内提交

柳钢集团董事长

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2012年
12月4日

八 项
规定出台。

六禁令倡导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

1月 3月

要求干部学习期间，住
学员宿舍，吃学员食堂，不
得用公款相互宴请。

5月27日

开展会员卡
专项清退活动。

7月

要求各级党政
机关5年内不得新
建楼堂馆所。

8月

要求制止豪华铺
张，提倡节俭办晚会。

9月

要求刹住中秋
国庆期间公款送礼
等不正之风。

严禁公款购
买、印制、寄送贺
年卡等物品。

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决
定》提出改进作风常态
化的一系列制度。

10月31日 11月12日9月23日 10月

10月底，中央政治
局会议审议并同意印发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条例》。

今年3月至今，中央
纪委分3次集中通报了
20多起违反八项规定精
神的典型问题。

截至10月7

日，中央纪委收
到中秋、国庆期
间公款送礼等
不正之风举报
917件。

截至10月底，
各地查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

共计

17380起

处理

19896人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4675人

狠刹会议
费用支出。

●

地厅级2人
县处级37人
乡科级1029人

●

●

地厅级2人
县处级7人
乡科级77人

楼堂馆所违规

公款大吃大喝

地厅级5人
县处级122人
乡科级838人

地厅级2人
县处级24人
乡科级84人

地厅级4人
县处级68人
乡科级274人

地厅级13人
县处级316人
乡科级4758人

违反公务用车管理
使用有关规定

公款旅游（国内）

公款出国境旅游

大操大办婚丧喜庆

86人

965人

5087人

346人

110人

1068人

2013年

专家： 预防“一阵风”制度亟待常态
当前还有个别干部对八项规定以及配套出台的措施、规定持有观望心态，“避风头”思想仍然

存在，一些“升级版”的违规手段也不断冒头。一些专家和干部群众普遍希望，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同
时，继续加大监督、惩戒力度，别让好做法、好作风成为“一阵风”。“当前老百姓最担心的问题是八
项规定能否继续深入落实，最怕‘虎头蛇尾’。”江苏省委党校廉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世谊认为。
部分专家指出，当务之急是要让好制度“固化”、常态化，切实防止“走过场”。 据新华社

举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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