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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网
站5月11日发布通告称，30家企业
因就其33个产品（10个药品、13
个医疗器械和10个保健食品）发
布严重违法广告被行政告诫。

● 环保部近期组织 10 个督查
组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
古、河南等地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
项执法督查，发现18家企业或企
业群环境违法问题较为突出。

● 5 月 9 日 17 时许，山东兰陵
顺天运输有限公司院内护坡墙砌筑
过程中，部分墙体突然倒塌。现场
共有施工人员13人，事故造成6人
当场死亡，4名重伤人员经医院抢
救无效死亡，其他3人伤情平稳。

● 贵州警方日前破获一起特
大制贩假证件、假车牌案件，打掉一
个跨省制假贩假团伙，抓获主要犯
罪嫌疑人24名。案件涉及国内多
地的假证件、假车牌10.6万余件，
案值金额2600余万元。

● 日前，河北省委原常委、秘
书长景春华被开除党籍、公职，因涉
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并被采取强
制措施。

● 四川省资阳市副市长、公安
局局长陈正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 安徽省商务厅原党组书记、
厅长曹勇因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犯
罪，日前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 湖南省委副秘书长马勇涉
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
院院长林春贵（正厅级）因涉嫌违纪
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人民日报：年轻父母 别对孩
子“失陪”】现在的许多小家庭，晚炊
之后常见的，怕是年轻父母握着手
机边吃边刷微博微信，顾不上倾听
膝下幼儿软软的稚嫩表达。这些浅
淡的、片断的“微交流”，阻隔了相依
为命、相濡以沫的亲情。“失陪儿童”
受到的隐性伤害，迟早会酿成家庭
甚至整个社会难以下咽的苦果。

【仅靠私德约束不了“路怒族”】
“私德”的提升并不必然带来公德的
提升。实际上，一些在私人生活、熟
人圈子中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人，
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却毫无公德可
言。这说明私德与公德之间存在着
某种“断裂”。仅仅依靠宣传、教育，
试图提高个人私德，无助于切实解
决问题。

@中国青年报

司法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涉法
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司法行政机关信访
事项终结办法》等涉法涉诉信访改革配套文
件。

《关于进一步加强涉法涉诉信访工作

的意见》提出，把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
法治轨道解决，要求建立诉访分离、程序
导入、终结退出、司法救助、责任追究等机
制。

《司法行政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办法》围

绕建立和完善司法行政机关涉法涉诉信访
事项终结退出机制，防止信访案件终而不
结、无限申诉，对依法终结的含义、终结条件
的范围、终结决定的责任主体、终结案件的
标准和程序等作出规定。

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张恩玺 5 月 13 日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 2013 年底启动信
访制度改革以来，信访法治化建设已初见成

效。国家信访局目前正在会同国务院有关
部门开展信访立法前期调研，尽快推动信访
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据了解，我国目前仅有《信访条例》一部
国家层面的信访法规，近年来舆论界就信访
立法问题呼声较高。

司法部：把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法治轨道解决

国家信访局：将抓紧落实信访法草案起草工作

加强信访法治化建设

山西省太原市所辖的古交市政
府新闻办 5月 13日晚间通报称，经古
交市委研究决定，对发表严重违反政
治纪律言论的“开会爆粗”官员古交
市客运办主任任长春，给予开除党
籍、行政撤职处分。对群众举报任长
春的其他问题正在调查。

古交市委同时决定，对负有主体
责任的古交市交通局党总支书记闫
祥明、局长闫元亮，分别给予党内严
重警告、党内警告处分；对负有监督
责任的古交市交通局纪检组长刘俊
亮进行诫勉谈话。

5月11日，有媒体报道称，一段名
为《任性的领导讲话》的视频近日引
发网友热转，视频中一位自称“任长
春”的领导语出惊人，声称“国家规定
是狗屁”，“我说他谁是腐败就谁是腐
败”。经核实，报道所反映的事情发
生在2014年4月30日，涉及当事人为
古交市客运办主任任长春。

山西“开会爆粗”官员
被开除党籍行政撤职

因户籍年龄、学历造
假及妻子“吃空饷”

黑龙江庆安县
副县长董国生被停职

记者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公安局获悉，4月 27日脱逃的在押被
告人阿机子发于5月10日凌晨5时许
在凉山州昭觉县树坪乡被干警抓获。

阿机子发，男，1981年生，2014年
因贩卖运输毒品罪被一审判处死刑
（上诉二审待判），并羁押于凉
山州看守所。4月27日，被
告人在西昌市押送所外
就医过程中脱逃。

潜逃新加坡 4 年之久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
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 5 月 9 日被遣返回国。

李华波涉嫌贪污公款 9400 万元，2011 年 1 月潜
逃至新加坡。案件发生后，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组织检察、外交、公安等部门立即启动了追逃追赃
工作。中、新两国在没有缔结引渡条约的情况下
积极开展司法执法合作。中方向新方提出司法协
助请求，提供有力证据，新方冻结了李华波涉案资
产，对李实行逮捕、起诉，以“不诚实接受偷窃财
产罪”判处其 15 个月有期徒刑，并在李华波出
狱当天将其遣返回国。

9 日 15 时 29 分，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李华波被遣返回国，检察机关随即向其
宣读了上饶市人民检察院逮捕决定书
并交付执行。19 时 15 分，检察人员
乘坐航班将李华波押解回江西。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10 日发布
消息称，江西检察机关将进
一步完善证据，对其依法
提起公诉。

“红通”2号嫌犯
李华波被遣返回国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5 月 8 日对苏州虎丘
“12·3”拆迁人员致死案一审宣判，被告人范木根因犯
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8年，并赔偿被害人柳某、
胡某亲属的经济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定，2013 年 12 月 3 日 10 时许，陆某
等人受柳某指派至范木根的待拆迁房屋处，纠缠范木
根商谈动迁事宜。在范木根夫妇欲离开现场时，遭到
陆某和随后赶到的柳某、胡某、吴某等人的拉扯阻

拦。在柳某率先打了范木根一记耳光后，范木根拔出
藏于腰间的尖刀，陆某、胡某、吴某即拿出事先准备的
金属伸缩棍追打范木根。范木根退让间持刀捅刺胡
某胸部一刀，致其死亡。随后柳某持手提包跳起击打
范木根头部，落地时不慎滑落路边水塘。范木根即持
刀跟下水塘，往柳某右腰部、腹部各捅刺一刀，致其死
亡。冲突中，范木根妻子顾某右手手臂骨折，范木根头
部及其子范某左眼外侧均被打致轻微伤。

苏州虎丘“12·3”拆迁人员致死案

被告人一审获刑８年

◀5 月 13 日，拱北海关披露，
该关缉私部门日前侦破特大渔具
走私系列案，一举摧毁5个走私团
伙，总案值达3.58亿元人民币。日
前该案已由珠海市人民检察院依
法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图为拱北海关在团伙走私高
档渔具案中查获的一批名牌渔
具。 资料图片

▲近日，在广西田东县平马镇，一先天性唇裂男
婴刚出生就被遗弃坟山两天两夜，“死后”被埋8天8
夜，还遭淋大雨，直到上山采药妇女听到哭声才获
救。男婴被送到医院时，他的嘴里吐出了泥土……目
前，包括3名男婴家属在内的5人因涉嫌故意杀人已
被刑拘。图为男婴救援现场。 （据央视）

四川凉山脱逃死刑犯
被抓获归案

记者 5 月 12 日从黑龙江省绥化
市委纪检委得到证实，经纪检部门调
查，庆安县委常委、副县长董国生因
户籍年龄、学历造假以及妻子“吃空
饷”等问题被停职。

绥化市纪委的调查结果显示，董
国生实际出生日期为 1974 年 11 月，
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为 1975 年 11
月，其户籍年龄存在造假问题；董国
生持有的黑龙江省经济管理干部学
院经济管理专业函授本科毕业证书，
编号与持有人姓名不符，为假证书。

有关纪检部门还发现，董国生妻
子姜某自 2011年 8月至 2015年 5月，
假称有病长期请假在家，这期间一直
领取工资，存在“吃空饷”问题。

目前，绥化市委已决定停止董
国生工作，责成有关部门对其违
纪事实进行调查，并将依据最
终调查结果，对其本人及有
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