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责干部一年内不得复职

!暂行规定"指出#引咎辞职$责

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

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

的领导职务% !暂行规定"指出#受到

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取消当年年度

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

!暂行规定"指出#对引咎辞职$

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可

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

现$特长等情况#由党委&党组'$政

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酌情安排适当

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

政领导干部# 一年后如果重新担任

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

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

续外# 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

部门的意见%

五种方式问责党政干部

!暂行规定"指出#对党政领导

干部实行问责的方式分为( 责令公

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

辞职$免职%

中央纪委负责同志表示# 采取

哪种问责方式#在具体问责中#可由

问责决定机关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

虑#按照!暂行规定"第三条)对党政

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坚持严格要求$

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依

靠群众$依法有序的原则*来把握%

领导弄虚作假从重问责

!暂行规定"指出#党政领导干

部具有本规定应当问责的情形#并

且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 应当从重

问责(&一'干扰$阻碍问责调查的+

&二' 弄虚作假$ 隐瞒事实真相的+

&三'对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

陷害的+&四'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

对问责决定不服可申诉

!暂行规定"指出#被问责的党

政领导干部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

以自接到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

书"之日起
!"

日内#向问责决定机

关提出书面申诉%

!暂行规定"指出#问责决定机关

接到书面申诉后# 应当在
#$

日内作

出申诉处理决定%申诉处理决定应当

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人及其所在单

位%!暂行规定"还指出#被问责的党

政领导干部申诉期间# 不停止问责

决定的执行% !综合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近日印发了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

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以下简称

!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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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上海

合作组织
!!

日在北京就乌鲁木齐)

%

,

"

*事件发表声明%

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的严重

暴力犯罪事件造成无辜人员伤亡#我们

对他们的家属和亲人表示真挚同情%

声明说#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认

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里发生的

事态纯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 相信中

国政府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而依法采

取的措施#能够使当地局势尽快恢复平

静#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

声明说#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将

加强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

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的合作#

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
'&

日从商务部获悉 #目前 #

乌鲁木齐 $伊犁 $喀什等地各大

超市 $商店等主要商业零售网点

已全面恢复营业 #肉类 $蔬菜等

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 #

价格回落到 )

%

,

"

*事件发生前的

水平%

据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乌

鲁木齐市发生)

%

,

"

*事件后#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商务部高

度重视新疆生活必需品市场的供

应# 立即派出工作组前往新疆#协

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乌鲁木

齐市政府及当地商务主管部门#做

好肉类$蔬菜等重要生活必需品市

场供应工作#抑制价格上涨#维护

市场平稳%

新疆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在自

治区各级政府领导下#积极从各地

组织生活必需品的调运#

%

月
(

日

至
)!

日 # 仅乌鲁木齐市就调入

!"$$

吨蔬菜% 同时#商务部$财政

部启动了国家储备肉投放机制#根

据市场实际需要安排中央储备牛

羊肉投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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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老人在斑马线怒

砸违章车辆的行为引起了

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

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

日#搜狐$新浪$腾

讯等网站还专门就此事展

开调查#发现支持老人砸车

行为的网友占了大多数%新

浪对此作了一个调查 #

!#"""

人中#有
!$"""

人表

示赞成---闯红灯的司机

拿他人性命当儿戏#应该得

到教训%有
%"""

人反对#砸

车是违法行为#老人行为过

激#不应提倡%

网民留言支持###

搜狐北京网友$什么

叫合法! 闯红灯合法吗"

难道非得等把人撞死了才

引起人们的注意吗"

搜狐重庆网友$ 对于

老人的#壮举$!我表示非常

支持%对于那些无视生命安

全! 无视交通法规的驾驶

员!采取一些必要的教训是

可以理解的% 因为!有很多

特权车! 即使闯了红灯!也

不会受到制裁%

搜狐网友$对那些明

知闯红灯对行人安全有隐

患!还一意孤行的车辆!该

砸&

腾讯网友$先不说老人

的做法是否合法!老人连砸

$"

辆闯红灯的违章车!说

明了违章司机数量之多%杭

州飙车事件的惨剧还在眼

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

况"还不是对违章闯红灯的

行为处罚太轻%

网民留言反对###

腾讯网友$可见中国

人法律意识淡薄% 那个老

人有什么权利砸车" 如果

每个人都对自己看不惯的

事采取相应的违法行为!

那么社会将会是什么样

子" 我觉得应该追究老人

的法律责任%

搜狐吉林网友$闯红

灯是违法的!可这个老人

的行为也是在违法%

新浪网友$用一种违

法行为去制止另一种违法

行为!这本身就是极端错

误的!是法治社会所不能

容忍的% 道理很简单!如

果砸车行为合法并且值得

鼓励!并在全社会推广起

来!那整个社会就乱了%

!据%兰州晨报&"

多数网友支持砸车行为 老人打算连砸一周

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站在甘肃兰州某小区门口的

斑马线上!只要见到车辆闯红灯经过!便用板砖砸违章

车% 兰州老人在斑马线怒砸
$"

辆违章车辆的行为引起

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记者找到砸车老人

&

月
!"

日# 记者敲开

杨治国&化名'老人的家门

之前# 已经在七里河区金

港城小区寻找了整整一个

中午%

就在一天前# 杨治国

老人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的

退休语文教师# 膝下有一

儿一女%然而#

&

月
'

日晚#

他在南滨河路金港城小区

北门前的斑马线上# 右手

举着砖块#直立在路边#注

视着过往车辆# 一旦有疯

闯斑马线的无德车辆 #他

会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砖

块砸过去% 这一夜后#他成

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人物%

&

月
!"

日#在金港城小

区北门#记者在现场观察#

大约
!"

分钟里#除了一辆

出租车闯红灯外# 其他所

有车辆遇红灯后都 )规规

矩矩*停在斑马线前等待%

走进小区#

'

日晚老人怒砸

闯红灯车辆的新闻几乎人

人皆知% 但问起老人的住

处#所有人均三缄其口% 也

许出于对老人的保护 #小

区里所有人对老人的信息

均不愿透露% 记者和一位

老大妈交流许久后#老大妈

才指了指对面的一个楼道(

)上那找找吧% *

)你看#这是我退休后骑着自行车走

街串巷给人们拍的照片的底片% *今年已

经
&%

岁的杨治国指着书柜上的纸箱子说

道% )春天#我每天都要去户外活动% 夏天

天气再热#傍晚我一定会出去溜达溜达% *

老人接着说道%

这样一位热爱生活的老者为何会在

夜间做出)举砖砸车*的激烈举动呢.

)我这样做# 目的就是为了产生轰动

效应#让人们再次关注/斑马线0上行人与

车辆的关系% *老人直言#)心惊肉跳1纵使

装有红绿灯#但过往车辆根本不理会% 当

你看到绿灯放松警惕过马路时#总会有车

辆从身边擦过% 部分司机面对斑马线根本

不予理睬% 我此举就是要告诉很多司机#

在斑马线上应礼让行人# 全世界都是如

此% *

)在
(""#

年春天#金港城一位老太太

就在现在装了红绿灯的地方过马路时#被

飞速驶过的车辆撞伤后死亡% *老人说道%

从那时起#杨治国老人就开始为金港城北

门装红绿灯而奔波% )我不止一次向市政

府$交警部门打电话#告诉他们这里需要

红绿灯% *杨治国说道%

(""'

年初#金港城

北门成功架起红绿灯% 就在杨治国老人为

过马路松了口气时#他再次发现#红绿灯

成了)摆设*% 屡次过马路#老人都差点被

车辆撞倒% )你可以问问金港城的住户#哪

个没有在斑马线上受过惊吓. *

这#让杨治国老人很愤怒%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将砖头抛向闯线

车辆%

从小区门口装上红绿灯#而司机又不遵

守斑马线的那天起#杨治国老人每次出门手

里都会拿一个砖块# 见到疯闯斑马线的车

辆#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砖块砸过去%

今年春天#一辆闯红灯的白色面包车

被老人)击中*#司机不依不饶#老人遂拿

起电话要给交警部门打电话#司机自知理

亏#悄悄离开了%

)计划中#我打算连砸一周#我要用一

个人的力量重新唤起全社会对行人在斑

马线上权益的重视% 现在#家里儿女担心

我再去会受到伤害#不让我去了% *老人这

样说道% 之所以选择在傍晚)出手*#老人

考虑到有群众在场#有人给他作证% )我只

砸车体#不砸玻璃#砸玻璃会伤及路人和

车内的人% *

)行人在斑马线上是应该受保护的 %

我在黄河啤酒厂的路口观察过#没有车辆

在那里闯红灯#当时我很纳闷% 后来有司

机告诉我# 那里过往的大型机动车辆很

多#司机怕撞车% 你看看#怕撞车#不怕撞

人1 汽车撞到人有保险公司理赔#就算赔

钱#也才十几万元% *采访结束时#老人依

旧愤怒地讲道%

)老人的砸车行为不可取1 *七里河交

警大队办公室主任郭守安称# 从即日起#

交警队将在夜间派警执勤#同时申请安装

摄像头#加大对违章车辆的查处力度%

斑马线前红绿灯成'摆设(

老人砸车举动绝非偶然

网友热议

砸车行为

!

老
人
挥
砖
砸
向
违
章
车
辆

对七种情形实行问责

!暂行规定"指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一'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

者恶劣影响的+&二' 因工作失职#致

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

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

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

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

影响的+&三' 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

督不力#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特别重

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

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

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四'在

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

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

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

&五' 对群体性$ 突发性事件处置失

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

&六' 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

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

响的+&七'其他给国家利益$人民生

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

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的%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

行规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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