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３日电
经习近平和中央军委批准，

解放军四总部日前印发《关于
军队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措施》

（以下简称《措施》），并发出通
知，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认真
抓好落实。《措施》要求，军队
公务用车实行集中采购，选用
国产自主品牌汽车。

《措施》指出，要严格出国
（境）管理和国内差旅管理，科
学 制 定 年 度 因 公 临 时 出 国

（境）计划，从严控制出访人

数、国家数和天数，严格执行
因公出差审批制度，严格按规
定乘坐交通工具和食宿。

《措施》强调，要完善公务
接待制度和标准，建立公务接
待清单制度，探索实行公务接
待费支出总额控制制度。严
格执行接待对象、范围和标
准等方面的规定，严禁用公
款搞私人宴请，严禁以任何
名义赠送或接受礼金、有价
证券、纪念品、土特产品等，公
务接待一律在军队内部招待
所或招标定点的地方宾馆餐

饮机构安排。
《措施》指出，要持续开展

军车管理专项整治、公务用车
专项清理和打击豪华假军车
专项行动，严格军车号牌使用
范围和数量限制。严格按编制
标准配备公务用车，不得擅自
扩大专车配备范围或变相配
备专车。公务用车实行集中采
购，选用国产自主品牌汽车。
根据国家公务用车改革意见，
稳妥推进军队公务用车改革。

《措施》强调，除中央、军
委和总部统一安排的活动外，

军费预算不列支纪念庆典活
动费用。从简安排各类节日走
访活动，改进慰问部队老干部
形式。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烟
花爆竹、花卉等年货节礼，购
买印制和邮寄贺年卡、明信
片、年历等物品。

《措施》指出，深入开展全
军基本建设项目和房地产资
源普查，组织团以上机关和领
导干部办公用房清查整改，不
为兼任军队领导职务的地方
干部提供办公用房，严禁出租
出借办公用房。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３日电 国
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深入开展国内
公务接待专项整治，各驻京办事处
接待数量同比平均降幅达７０％。

中央国家机关公务接待费同
比减少约３３％，接待数量同比下降
５０％；国管局自身公务接待费也同
比减少６３％。中央国家机关食堂水
电气消耗下降４％，剩饭剩菜减少
６０％，厨余垃圾减少３０％。

中央国家机关８６个部门和单
位清理腾退了办公用房３６５万平方
米；强化公务用车编制管理，重新
核编后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减
少３７％。同时，国管局加强本部门
公务用车日常使用管理，２０１３年公
务用车运行费支出减少２％。

国管局：

驻京办接待数量

平均降幅达７０％

据新华社南宁１月１３日电 １
月１３日下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
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
于修改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
例的决定，将于２０１４年３月１日起施
行。

修改后的条例对广西的计划
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完善，明确规
定了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
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原条例中“符合生育第二个子
女条件，只生育一个子女的职工，
退休时增发退休金的百分之十”的
规定，因不符合国家不再重奖放弃
再生育家庭的政策导向，修改后的
条例将此条修改为“符合生育第二
个子女条件，只生育一个子女的职
工，退休金的奖励办法由自治区人
民政府另行规定。”下一步，自治区
人民政府将根据国家有关精神，结
合广西实际，作出具体规定。

广西：

“单独两孩”政策

今年３月１日启动

我我省省选选出出2200家家版版权权示示范范单单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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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３日专电 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１３日发布
公告称，公司将承担山东省青岛市

“１１·２２”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
炸特别重大事故相应赔偿责任。

公告称，根据国务院事故调查
组的统计，该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人民币７５１７２万元。中石化股份
公司相关赔偿资金主要来自公司
在以前年度积累的安全生产保险
基金（指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由中
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面向公司所
属企事业单位设立的企业安全生
产保险基金）和公司向商业保险公
司投保的商业巨灾保险的保险理
赔资金。

青岛“１１·２２”事故

中石化赔偿7 . 5亿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３日电 记
者从全国检察长会议上获悉，去年
１至１１月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
职务犯罪案件３６１９５件４９５７９人，立
案人数同比上升７．７％，查处县处
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２７０３人，办案
工作呈现力度、质量、效果整体提
升的良好态势。另外，最高检今年
还将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

2703名县处以上干部

涉职务犯罪被立案

本报济南1月13日讯 山
东省版权局经过认真调研、严
格审核，公布了一批省级“版
权示范单位、园区(基地)”和

“版权保护示范单位、园区(基
地)”，共56家。山东大众报业

（集团）有限公司等20家单位
入选省版权示范单位。

山东省版权示范单位、园
区(基地)包括：山东大众报业

（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出版集
团有限公司、山东友谊出版社
有限公司、济南出版有限责任
公司、济南海水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红霖联合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工艺美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长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枣庄市台儿庄古城文化产
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潍坊恩源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潍坊北大
青鸟华光照排有限公司、山东
新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中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临沂
日报报业集团、山东鸿儒文化
集团有限公司、泰安市云蓝刻
画艺术有限公司、威海海马地
毯有限公司、文登市芸祥绣品
有限公司、威海市光远影视动
画有限公司、山东五福茶叶有
限公司。

山东省版权保护示范单
位、园区(基地)包括：山东新华
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华熙福瑞
达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北京瑞

易吉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山
东世纪金榜科教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绿泽画院有限公司、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海工英派尔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崂山应用技术研究所、山
东绿卡凯尔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山东世纪天鸿书业有限公
司、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
司、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潍
坊翰林轩文化有限公司、山东
金榜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山
东天成书业有限公司、山东火
炬印务中心、山东大众印务中
心、山东美猴动漫文化艺术传
媒有限公司、山东求新科技园

有限公司、山东洪海集团有限
公司、固铂成山（山东）轮胎有
限公司、文登信亚机电有限公
司、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山
东国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海
汇集团有限公司、活点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临沂广播电视报
业有限公司、山东临沂新华印
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
东阿华包装印务有限公司、山
东泉林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滨
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滨州市
建筑设计研究院、滨州市公路
勘察设计院、滨州传媒集团。

山东省版权教学科研示
范基地包括：烟台大学。

（本报记者）

我我省省22112277人人违违反反八八项项规规定定被被处处理理
省纪委去年查办大案要案3601件，涉及省管干部案件22件

本报济南1月13日讯（记者
高扩） 1月13日下午，省纪委

监察厅举行2013年度新闻发布
会，省纪委常务副书记郭建昌介
绍，去年全省共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1876起，处理
2127人，其中给予党政纪处分
437人。全省各级共受理“庸懒
散”问题投诉2181件，查处直接
责任人2064人，问责337人。

查处“庸懒散”

直接责任人2064人

2013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
共受理信访举报90895件次，立
案12242件，结案12146件，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12182人，其中查
办大案要案3601件，同比上升
39 . 4%。

省纪委严肃查处了菏泽市
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刘贞坚，
枣庄市市中区委原书记王刚，潍
坊市寒亭区委原书记孙德奎等
省管干部案件22件。

去年省纪委召开9次案件线
索排查会，排查线索179件次。整
合和加强办案力量，增加案件检
查室，实行专案组长负责制，转
变办案方式。2013年全省纪检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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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2%、17 . 9%和
20%。

去年全省共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76起，处理
2127人，其中给予党政纪处分
437人。全省各级共受理“庸懒
散”问题投诉2181件，查处直接
责任人2064人，问责337人。

省纪委常委同

55名厅官廉政谈话

全年分两轮对11个市和20个
县（市、区）进行巡视，发现了一批
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第一轮巡视发
现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199件，
已立案79件，其中对2名省管干部
立案审查，给予组织处理22人。对
137个重点问题列入整改清单。

修订完善并落实省纪委常
委同厅局级党政正职廉政谈话
制度，同55名党政正职廉政谈
话，全省各级纪委常委廉政谈话
1 . 1万人次。县级党政班子成员
向同级纪委全委会专题述廉试
点扩大到22个。

六成纪委机关人员

在一线办案

省纪委省监察厅调整设立
党风政风监督室、执法和效能监
督室，增设2个纪检监察室，对纪
检监察室分工作了调整，减少机
构重叠和职能交叉。调整后担负
查办案件、执纪监督的人员占机
关总人数60%。目前已有15个市
纪委完成内设机构调整。

对省纪委省监察厅过去牵
头或参与的领导小组、协调小
组、部门联席会议等议事协调机
构进行清理调整，由原来的126个
清理调整为目前的23个，把不该
管、管不了、管不好的工作交还给
主责部门，避免出现职能越位、错
位等问题。目前已有12个市纪委完
成议事协调机构清理调整。

126个 23个

议事协调机构，由126个清理调整为目前的23个

共1876起

处理2127人

党政纪处分437人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问题

投诉2181件

受理"庸懒散"问题

直接责任人2064人

问责337人

立案数、结案数、处分人数

立案件数同比
增长17 . 2%

结案件数同比
增长17 . 9%

党纪政纪处分人
数同比增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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