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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员（1人）
王磊，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原车务科民警，因涉嫌

违法犯罪被立案调查，给予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

二、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的人员（17人）
（一）地方政府（1人）
吴福民，郑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二）交通系统（8人）
1.翟政，郑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2.薛河川，郑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因存在其他违纪

违法行为合并处理，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3.高明勋，郑州市交通运输局安全信息处党支部书记、处长，给予

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4.秦文忠，郑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

务记过处分。
5.刘国柱，郑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客运科负责

人，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6.吕志刚，郑州市交通运输局执法支队副支队长，给予党内严重警

告、政务降级处分。
7.王涛，郑州市交通运输局执法支队执法监督科负责人，给予党内

严重警告、政务撤职处分。
8.冉然，郑州市交通运输局执法支队高速六大队（派驻管城区）党

支部书记、大队长，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三）公安系统（8人）
1.张保，郑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2.窦立勇，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3.石则斌，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治处副主任，交警支队原重点

办副主任，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4.朱子民，郑州市公安局交警四大队大队长，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5.刘斌，郑州市公安局交警四大队代理副大队长，给予党内严重警

告、政务降级处分。
6.刘国印，郑州市公安局交警四大队车管中队中队长，给予留党察

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
7.白涛，郑州市公安局交警四大队车管中队民警，给予留党察看一

年、政务撤职处分。
8.杨柯，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车务科民警，给予党内

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新华社北京 9月 11日电 记者近
日从有关部门获悉，浙江、安徽、河南
三省纪委监委严肃查处长深高速江苏
无锡“9·28”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背
后的失职失责问题，共对 45名公职人
员进行追责问责。

2019年 9月 28日，长深高速公路
江苏无锡段发生一起大客车碰撞重型
货车的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36人死亡、36人受伤。事故发生后，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
伤员救治和事故调查处置等作出部
署。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原因进
行了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特别重
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及浙江、安
徽、河南三省有关地方政府和监管部
门履行职责方面的责任。在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统一领导下，浙江、安徽、河

南三省纪委监委立足纪检监察机关职
能职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
依法对事故中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相
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了严肃查处，并
督促相应党组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
会，深刻汲取教训、制定整改措施、完
善相关制度。

据介绍，浙江、安徽、河南三省纪
委监委分别责成绍兴市柯桥区政府、
绍兴市交通运输局，阜阳市临泉县政
府、阜阳市交通运输局，郑州市交通运
输局、郑州市公安局等 15个单位作出
深刻检查，对 45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
追责问责。其中，浙江省纪委监委给
予柯桥区委副书记（时任柯桥区委常
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诸剑明政务记
过处分，给予绍兴市交通运输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王光善（因存在其他违纪

违法行为合并处理）留党察看一年、政
务撤职处分，给予绍兴市公安局柯桥
分局副局长蒋才兴政务记过处分。安
徽省纪委监委给予临泉县政府党组成
员、副县长符国风，阜阳市交通运输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王飞，临泉县公安局
党委副书记、政委蔡彪等3人政务记过
处分。河南省纪委监委给予郑州市政
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吴福民，郑州市交
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翟政，郑州市
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保等3人政
务记过处分；对涉嫌违法犯罪的郑州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原车务
科民警王磊立案调查。对其他相关责
任人，三地纪委监委也分别给予了党
纪政务处分。

事故发生后，浙江、安徽、河南三
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就严肃问

责、举一反三抓好整改工作等提出要
求。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开展全省客运
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出台客运转型升
级实施意见等行业政策，绍兴市相关
职能部门、柯桥区政府组织开展道路
客运非法违法营运专项整治等。安徽
省阜阳市开展交通安全大排查大整治
和保安全保畅通治乱除患工作。河南
省交通运输厅、公安厅、应急管理厅
在全省开展道路客运企业和车辆安全
专项整治，郑州市对无运营资质的客
运车辆实施召回封存和综合整治，建
立营运客车登记上牌会商机制和非营
运大客车动态监控平台。三省要求相
关地方和部门认真汲取此次事故教
训，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
担当，严肃责任追究，严防类似事故
再次发生。

新华社北京9月 11日电 近日，国
务院批复长深高速江苏无锡“9·28”特
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认定
长深高速江苏无锡“9·28”特别重大道
路交通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

2019年 9月 28日 7时许，长深高
速公路江苏无锡段发生一起大客车碰
撞重型半挂汽车列车的特别重大道路
交通事故，造成36人死亡、36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7100余万元。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
求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和伤亡者家
属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
法严肃追究责任，各地区和有关部门
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深入排
查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
故发生。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
全力抢救受伤人员，最大程度减少伤
亡，妥为做好伤亡人员家属安抚等善
后工作，有关部门要督促指导各地进
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切实排
查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遏制
重特大事故发生。应急管理部、公安
部、交通运输部、全国总工会等单位有
关负责同志迅速率领工作组赶赴现
场，指导事故应急救援、伤员救治、事
故调查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应急
管理部牵头，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全
国总工会以及江苏省、河南省人民政
府为成员单位的国务院长深高速江苏
无锡“9·28”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
查组，同时聘请有关专家参与事故调
查工作。事故调查组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

“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
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
证、检测鉴定、专家论证等，查明了事
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
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查清了事故
企业存在的问题及有关地方政府和相
关部门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针
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突出问题，提出
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查明事故的直接原因是，
驾驶人李金宝驾驶豫A5072V大客车
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左前轮轮胎发生爆
破，导致车辆失控，两次与中央隔离护
栏碰撞，冲入对向车道，与对向正常行
驶的大货车相撞。经专业机构检验检
测和专家综合分析论证，认为轮胎爆
破与轮胎气压过高、车辆高速行驶、车
辆重载引起轮胎气密层与内衬层脱层
有关。排除大客车左前轮轮胎爆破系
碰撞碾压路面异物所致。大客车上大
部分乘员未系安全带，在事故发生时
脱离座椅，被挤压或甩出车外，加重了
事故伤亡后果。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认定，事故企
业河南国立旅游汽车客运有限公司未
申请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所属车辆使
用伪造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
运输证、包车客运标志牌，非法从事道
路客运经营活动。公司未建立安全生
产管理相关规章制度，企业安全投入、
安全管理人员配备、驾驶员安全培训、
车辆维修保养、动态监控等日常安全
管理关键环节严重缺失。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同时认定，安
徽省阜阳市和临泉县、浙江省绍兴市
和柯桥区有关交通运输部门打击大
客车非法从事道路客运经营工作不
力，临泉县、柯桥区公安交警部门未
对包括事故大客车在内的车辆违法
违规行为进行有效查处。河南省郑
州市交通运输部门打击企业和大客
车非法从事道路客运经营行为不力，
公安交警部门开展道路运输重点企
业、重点车辆安全监管工作不力。安
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浙江省绍兴市柯
桥区、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未严格
按照属地原则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
管工作的领导，未按照“管行业必须
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
经营必须管安全”的总体要求，有效
督促指导有关部门依法履行道路运
输安全监管职责。

对王国利等14名涉嫌犯罪的有关
责任人，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

制措施。对事故涉及的有关公职人
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按照有关规定
成立了事故追责问责工作组进行审查
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对发现的地
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公职人员履职
方面的问题和涉嫌腐败等线索及相关
材料，移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事故追
责问责工作组。有关公职人员的追责
问责处理意见，有关省份纪委监委按
照干部管理权限另行公布。

事故调查报告针对企业、有关地
方政府和部门存在的问题，举一反三，
提出了5方面的事故防范措施建议，强
调各有关地区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
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
安全工作，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要求，构建道路交通安全全链条监管
体系；要加强道路客运企业及车辆的
源头治理，从车辆登记、检验、报废以
及客运企业注册等方面加强管理，从
源头遏制非法道路客运经营行为；要
创新完善道路客运安全管理常态化工
作机制，完善道路客运信息沟通共享
机制，加强部门联合共治；要加大道路
客运执法查处力度，依法严厉查处客
运企业、车辆各类违法行为；要进一步
提升道路客运本质安全水平，加强营
运大客车管理、车辆爆胎、座椅强度标
准问题研究，进一步完善公路安全防
护设施。

□本报评论员

近日，国务院批复长深高速江苏无

锡“9·28”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

报告，认定这是一起特别重大生产安全

责任事故，涉及浙江、安徽、河南三省有

关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履行职责方面

的责任，45 名公职人员被纪检监察机关

严肃追责问责。

2019 年 9 月 28 日，长深高速公路江

苏无锡段发生一起大客车碰撞重型半

挂汽车列车的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造成 36 人死亡、36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

失 7100余万元。严重的伤亡、巨大的损

失，再次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人们，安

全事故猛如虎，安全责任重于山！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

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和伤亡者家属安抚

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

究责任，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事

故教训，进一步深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省委、省政府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严肃处理事故中涉及我省的违法犯罪

行为，严格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深刻汲取教训、制定整改措施，加大力度

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问题隐患，完善安全

生产监管体制机制。省交通运输厅、省

公安厅、省应急管理厅在全省开展道路

客运企业和车辆安全专项整治，郑州市

对无运营资质的客运车辆实施召回封存

和综合整治，建立营运客车登记上牌会

商机制和非营运大客车动态监控平台。

深刻反思才能更好地前行，汲取教

训才能筑牢安全防线。事故发生后，敢

不敢直面、能不能反思，考验的是勇气，

检视的是责任。必须经常想一想，在安

全生产管控日益升级的当下，为什么还

有一些不法企业置若罔闻、顶风冒险？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这么严，为什么还有

一些干部熟视无睹、麻木不仁？

安全事故发生的背后都有麻痹大

意、行动迟缓、责任空转的影子，从根源

上看还是思想上出了问题。长深高速

江苏无锡“9·28”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

故，暴露出我省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安全

生产领域还存在突出问题，表明个别人

员安全发展的理念树得还不够牢，安全

生产的责任仍要进一步落实到位。

痛定思痛，痛定思责。各地各部门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善于从事故

中汲取教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深入推

进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在举一反三中更

加牢固地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全面提高

安全生产治理能力与水平。要进一步加

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落实“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要求，构建道路交通安全全链

条监管体系。加强道路客运企业及车辆

的源头治理，从车辆登记、检验、报废以

及客运企业注册等方面加强管理。创新

完善道路客运安全管理常态化工作机

制，完善道路客运信息沟通共享机制。

加大道路客运执法查处力度，依法严厉

查处客运企业、车辆各类违法行为。进

一步提升道路客运本质安全水平，进一

步完善公路安全防护措施。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依然严峻，决战脱贫攻坚到了最

后冲刺阶段，各种安全风险交织叠加。

越是关键时期，越要强化安全发展理

念。只有把安全责任扛得更牢，才能严

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3

长深高速江苏无锡“9·28”
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公布

浙江安徽河南严肃查处长深高速江苏无锡
“9·28”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案相关责任人

纪检监察机关严肃追责问责45名公职人员

安全责任重于山 被追责问责的人员（18人）

□人民日报评论员

“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

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

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在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全面总结了抗疫斗争的重要经

验和深刻启示，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来自

人民、植根人民，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得到了最广大人民衷心拥

护和坚定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和

执政力的广大而深厚的基础。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党中央统

揽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

之事。党中央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

来抓，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召开 21 次

会议研究决策，领导组织党政军民学、东

西南北中大会战，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

济、科学防治 、精 准 施 策 的 总 要 求 ，明 确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周密部署武汉保

卫战、湖北保卫战，因时因势制定重大战

略策略……正是因为有党中央的坚强领

导，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

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有效遏制了疫情

大面积蔓延，有力改变了病毒传播的危

险进程，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充分表明，党中央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

的，党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越是形势复

杂、挑战严峻，越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

当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临严

重威胁，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为了人民不惜一切代价。在病毒突袭而

至、疫情来势汹汹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

书记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果敢的历史担

当作出重大决策，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

道，实施史无前例的严格管控。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的：“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

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

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

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

豁得出来！从出生仅 30 多个小时的婴儿

到 100 多岁的老人，从在华外国留学生到

来华外国人员，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全力护

佑，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得到悉

心呵护。“国之兴也，视民如伤”，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是

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

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

险的根本保证。近百年来，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时挺身而出，在新中国百废待

兴时艰苦创业，在改革发展经历风雨时勇毅担当，每当风雨来袭，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总是最重要的保障、最可靠的依托；每次风雨过后，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

都会更加拥护和信赖。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对党的拥

护和支持，中国才能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

迹，我们才能成功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应变局，才能打赢这次抗疫

斗争。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

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永远保持党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就一定能够形成强大合力，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

风险挑战。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能够应

对各种风险、驾驭各种复杂局面、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愧为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

心。在前进道路上，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

终牢记初心使命，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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