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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纪纪委委：：去去年年查查办办3311名名中中管管干干部部
全国共问责2万余党政领导干部

据中新网1月10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此前开会，同意1月召开中
纪委第三次全会。香港《明报》10日
刊登文章《北京闻风：中纪委三中将
绘反贪全图》。文章说，三中全会提
出了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
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
府清廉、政治清明；加强和改进对主
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
督；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
度保障；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改革党纪检
查体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
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
调小组职能等任务和目标。此次中
纪委三次会议，相信会对上述目标
和任务提出完整路线图。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审
计署10日发布了2012年度中央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
的整改情况。

截至去年10月底，各被审计单
位通过上缴国库、归还原资金渠道、
补征税款、收回贷(借)款、调整账目
等方式整改问题金额3578 . 52亿元，
通过补办手续、清退土地等方式整
改违规征地用地51 . 97万亩，挽回和
避免损失389 . 64亿元；根据审计建
议，制定完善规章制度1998项。

过去一年，每到重要节日
等时间节点，中央纪委都会发
出通知、出台禁令，从具体事情
抓起，加强执纪监督。截至2013
年12月31日，全国共查处违反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24521起，处理
党员干部30420人。中央纪委直

接查办、督办、转办违反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共252件。其中，直接
查办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
光因私公款消费、造成陪酒人员

“一死一伤”严重后果等5起案
件；督办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
司长孙国庆公款旅游等140起案

件，转办107起案件。
中央纪委先后4次对32起违

反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
通报，在官方网站设立“曝光
台”。30个省(区、市)纪委监察厅
(局)74次专门通报，曝光372起
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近日，国务院对山东省
青岛市“11·22”中石化东黄
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
事故调查处理报告作出批
复，同意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的调查处理结果，认定是一
起特别重大责任事故；同意
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的处理建议，对48名责任
人给予纪律处分，对涉嫌犯
罪的15名责任人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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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人人移移交交司司法法，，4488人人被被处处分分

3万人违反八项规定被处理

中央纪委监察部1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通报2013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
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有31人。

周镇宏、刘铁男、倪发科、王素毅、李达球、童名谦、杨琨、齐平景等8人涉嫌犯罪已被移
送司法机关；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李春城、郭永祥、季建业、廖少华、陈柏槐、郭有明、陈
安众、杨刚、王永春、许杰、戴春宁等案件正在调查。

本报济南1月10日讯(记者 尉
伟 通讯员 王全军 孙先兵 )

记者从省公安消防总队获悉 ,为有
效处置石油化工火灾，省政府已审
议同意将在济南、青岛、淄博、济宁、
日照5市建设5个泡沫储备库，由省、
市按6：4比例投资建设，投入5800万
元，泡沫液总储量3500吨。

“济南、青岛为一类战勤保障区
中心城市，将各储备泡沫液1000吨，
淄博、济宁为二类战勤保障区中心
城市，各储备泡沫液500吨；鉴于日
照岚山港是江北最大的危化品集散
地，将在日照单独设立泡沫储备库，
储备泡沫液500吨”。

泡沫液是一种灭火剂，通过泡
沫比例混合装置与水混合后，喷射
到燃烧的油面，能将燃料与空气隔
离，迅速而高效地扑救油类火灾。

为处置石油化工火灾

我省在五市
建泡沫液储备库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审
计署10日向社会公布了移送至2013

年底已办结的19起违法违纪案件和
事项处理情况。19起案件中涉及山
东的有两起。

阳信圣泰贸易公司等61家企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山东省阳
信县人民法院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罪分别判处公司实际控制人张银
春等3人有期徒刑3年6个月至7年，
并分处罚金10 . 5万至21万元。

山东省聊城市国家税务局油田
分局违规套取费用。聊城市国家税
务局给予油田分局局长孙来玉行政
降级处分并免去其局长职务。

审计署办结19案

山东涉两起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照
中央要求，坚持“老虎”“苍蝇”
一起打，坚持有案必查、有腐
必惩。2013年，全国各级纪检
监 察 机 关 共 接 受 信 访 举 报
1950374件(次)，其中检举控告
类1220191件(次)。立案172532
件，结案173186件，处分182038
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50053
人，给予政纪处分48900人。

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
案件数、结案件数、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人数，分别比2012年
增长11 . 2%、12 . 7%、13 . 3%。

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涉嫌
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
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有31
人，周镇宏、刘铁男、倪发科、
王素毅、李达球、童名谦、杨
琨、齐平景等8人涉嫌犯罪已

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目
前正在立案调查的还有蒋洁
敏、李东生、李崇禧、李春城、
郭永祥、季建业、廖少华、陈柏
槐、郭有明、陈安众、杨刚、王
永春、许杰、戴春宁等案件。

各地区各部门也查处了
一批大案要案。比如，四川省
纪委查办了雅安市委原书记
徐孟加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2013年，纪检监察机关认
真贯彻执行《关于实行党政领
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积极
推进问责工作。全国共问责
21464人，其中地厅级干部54
人，县处级干部1477人。中央纪

委监察部直接参加4起特别重
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已查结3
起(吉林吉煤集团八宝煤矿“3·
29”特大和“4·1”重大瓦斯爆炸
事故、山东保利民爆济南公司

“5·20”特大爆炸事故、吉林长

春宝源丰公司“6·3”特大火灾
事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4
人，其中省部级干部3人、厅局
级干部14人、县处级干部21人；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46人。

据新华社

刘铁男等8人被移送司法

参与4起特别重大责任事故调查

2013年11月22日10时25
分，位于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管道储运分公司东黄输油管道
原油泄漏发生爆炸，造成62人
死亡、13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

失7 . 5亿元。
经调查认定，事故发生的直

接原因是：输油管道与排水暗渠
交汇处管道腐蚀减薄、管道破
裂、原油泄漏，流入排水暗渠及
反冲到路面。原油泄漏后，现场

处置人员采用液压破碎锤在暗
渠盖板上打孔破碎，产生撞击火
花，引发暗渠内油气爆炸。管理
上的原因是：中石化集团公司及
下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
落实，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现

场应急处置措施不当。山东省、
青岛市、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及
相关部门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
检查不深入不细致，管道保护、
规划、市政、安监等部门履行职
责不力，事故风险研判失误。

根据调查事实和有关法规
规定，对中石化管道分公司运
销处处长裘冬平、安全环保监
察处处长廖达伟、潍坊输油处
处长兼副书记靳春义，青岛市
黄岛区委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工委管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应急
办主任汪啸，青岛经济技术开
发区安监局副局长李宝三、石
化区分局局长任献文等15人移
交司法机关处理。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8人。
其中，给予中石化集团公司董

事长、中石化股份公司董事长
傅成玉行政记过处分，中石化
集团公司总经理、中石化股份
公司副董事长王天普行政记大
过处分，中石化集团公司副总
经理、中石化股份公司总裁李
春光行政记大过、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中石化股份公司副总
裁、安全总监王永健行政记大
过处分、免职；给予中石化管道
分公司党委书记田以民撤销党
内职务处分，党委常委、总经理
钱建华行政撤职、撤销党内职

务处分；给予青岛市委副书记、
市长张新起(副省级)行政警告
处分，市委常委、副市长牛俊宪
行政记大过处分，市委常委、开
发区工委书记张大勇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免职，开发区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主任孙恒勤行政
撤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开发
区安监局局长薛凌行政撤职、
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开发区行
政执法局(市政公用局)副局长
马启杰行政降级、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给予黄岛区薛家岛街

道工委书记薛仁龙(2007年1月
至2012年2月任青岛市规划局
黄岛分局局长)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山东省油区工作办公室主
任杨希珍行政记过处分。

同时，国务院责成山东省
人民政府、中石化集团公司向
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责成青
岛市人民政府向山东省人民政
府作出深刻检查。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全文
公开事故调查处理报告。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认定直接原因和管理原因

中石化董事长被记过，事故报告将全文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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