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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一季度处分省部级干部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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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今年1月
16日，天津市静海区独流镇
因被媒体曝光调料造假案
而引起全国关注。3个月过
去了， 当地制假售假窝点
查处情况如何？百姓“舌尖
上的安全”怎么保障？

媒体曝光独流镇调料
造假后， 天津静海区组成
联合执法队伍， 对独流镇
28个村街逐户进行排查，

共查处7个造假窝点，查扣
各类假冒品牌调料近十
吨。静海区市场监管局副局
长王丹介绍，经委托法定检
验机构检验，仿冒产品中有
多项指标不符合国家质量
标准， 但未检出有毒物质。
15名责任人被问责。

据天津市市场监管委
介绍， 以查处独流造假案
为契机， 天津同时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了食品药品安
全清理清查专项行动，打
击端掉“黑窝点、黑工厂、
黑作坊”185个。 前不久召
开的天津市政府常务会议
再次提出， 要全面排查整
改食品安全隐患， 形成从
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
和全程可追溯体系， 切实
保障食品质量安全。

为更好维护“舌尖上

的安全”，静海区区委书记
冀国强表示， 当地将2017
年视为加强食品安全关键
年，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 强化食药安全风险会
商制度，力争及时发现、解
决各类安全风险； 加强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
接， 对涉嫌食药犯罪的线
索及时移交公安机关处
理； 建立食药安全协管员

队伍补贴和奖励机制；设
立举报奖励基金， 最高奖
励30万元。

4月17日， 独流镇党委
书记张宝忠表示，独流镇党
委、政府目前已与食品生产
企业和小超市、 小卖部、小
餐馆经营者签订《不生产、
经销或使用假冒调料承诺
书》， 将食品药品安全纳入
村街干部考核指标。

浙江：前置严格把关
保障选出最佳代表

新华社消息 “党的代表党员推，党的代表要求
高……”这是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弄村畲族党员
蓝延兰在十九大代表推荐前，为了宣传十九大代表条
件和资格，专门给畲族党员编的山歌。

浙江省委在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推荐提名过程
中，旗帜鲜明地把讲政治放在首位，强调讲政治不是
空的而是具体的，要求严把人选政治关、廉洁关以及
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关。通过前置严格把关，推荐出
一批政治强、表现好的代表人选。

基层推举党代表之前，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弄村党
支部书记蓝国欣带领支部一班人，来到有30多年党龄
的老党员、老支部书记蓝启贞家，宣传党的十九大代
表人选推荐工作，并征求推荐人选标准的意见。蓝启贞
经过认真思考表示：“我觉得党代表首先品行要好， 要能
带领群众致富。” 在征求广大党员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东
弄村确定了“先锋指数高的人、家风好的人，会帮我们说
话的人、会带我们致富的人”四条人选标准。随后召开党
的十九大代表初步人选推荐会，根据大多数党员的意愿，
党支部确定了党的十九大代表的初步人选。

在被确定为党的十九大代表推荐人选前，景宁畲
族自治县梅歧乡桂远村党支部书记李统认真地填写
了个人有关事项说明。内容包括个人身份、主要资产、
主要社会关系、违法违纪说明、诚信说明等。“对党的
十九大代表初步人选的个人有关事项说明，我们将联
合28个部门，对74条具体事项进行审核，避免‘带病提
名’。”景宁畲族自治县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

如何确保推荐人选具有先进性、纯洁性、广泛性？
浙江省绍兴市建立“负面清单”，规定不得推荐为党代
会代表人选的“十六种情形”，包括“损害生态环境和
资源造成严重后果的、在规定期限内不拆除违法建筑
的、非正常集体上访的、严重违反村规民约的”等情
形，切实把人选的理想信念、政治品格、作风品行、党
性修养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考准察实。 （方 列）

徐玉玉案
7名嫌疑人
被提起公诉

新华社消息 记者17
日从最高检获悉， 最高人
民检察院、 公安部联合挂
牌督办的徐玉玉被电信诈
骗案， 经山东省临沂市人
民检察院审查终结，于4月
17日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
定，2015年11月至2016年8
月， 被告人陈文辉、 郑金
峰、黄进春、熊超、陈宝生、
郑贤聪、 陈福地等人交叉
结伙， 通过网络购买学生
信息和公民购房信息，分
别在海南省海口市、 江西
省新余市等地， 冒充教育
局、财政局、房产局工作人
员， 以发放贫困学生助学
金、购房补贴为名，以高考
学生为主要诈骗对象，拨
打电话，骗取他人钱款，金
额共计人民币56万余元，
通话次数共计2.3万余次，
并造成山东省临沂市高考
录取新生徐玉玉死亡 。
2016年6~8月，被告人陈文
辉通过腾讯QQ、支付宝等
工具从杜天禹（另案处理）
处购买非法获取的山东省
高考学生信息10万余条，
并使用上述信息实施电信
诈骗活动。

本案由临沂市公安局
罗庄分局侦查终结 ，于
2017年2月28日移送临沂
市罗庄区人民检察院审查
起诉， 罗庄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
辩护人， 告知被害人及其
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
人， 并于2017年3月2日报
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审查
起诉。 临沂市人民检察院
依法讯问了被告人， 听取
了辩护人、 被害人及其近
亲属和诉讼代理人的意
见。 其间延长审查起诉期
限一次。

新华社消息 “各级
人民法院院庭长入额后应
当办理案件， 包括独任审
理案件、 参加合议庭作为
承办法官审理案件、 参加
合议庭担任审判长或作为
合议庭成员参与审理案
件，禁止入额后不办案、委
托办案、挂名办案，不得以
听取汇报、书面审查、审批
案件等方式代替办案。”

记者18日从最高人民
法院获悉，最高人民法院日
前印发了《关于加强各级人

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工
作的意见（试行）》，对各级
法院院长、庭长办案提出了
明确而具体的要求。

作为院长、庭长理应在
办案时展现、发挥更高的司
法能力和水平，为其他法官
办案作出表率。意见强调，各
级法院院庭长入额后应当
重点审理重大、疑难、复杂、
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
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

同时，意见强调，各级
法院院庭长应当作为承办

法官办理一定数量的案件，
主持或参加专业法官会议、
审判委员会、协调督办重大
敏感案件、接待来访、指挥
执行等事务应当计入工作
量， 纳入岗位绩效考核，但
不能以此充抵办案数量。

意见规定， 上级人民
法院应当定期对下级人民
法院院庭长办案情况开展
督察， 对办案不达标的要
进行通报，存在委托办案、
挂名办案等问题的， 一经
发现，严肃问责。（杨维汉）

《北京晚报》消息 中
纪委18日上午通报了2017
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
机关纪律审查情况， 今年
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处理17.9万人次。

2017年1~3月，全国纪
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
报62.3万件次，处置问题线

索19.4万件， 谈话函询3.8
万件次， 立案10.2万件，处
分8.5万人（其中党纪处分
7.1万人）。处分省部级干部
14人， 厅局级干部400余
人，县处级干部3500余人，
乡科级干部1.3万人， 一般
干部1.6万人，农村、企业等
其他人员5.2万人。

第一季度， 全国纪检

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 处理17.9万人
次。其中，第一种形态9.2万
人次，占“四种形态”处理
总人次的51.7%；第二种形
态6.5万人次， 占36.3%；第
三种形态 1.2万人次，占
6.4%； 第四种形态1万人
次，占5.6%。

（孙 颖）

【名词解释】

四种形态
第一种：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

成为常态。
第二种：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
第三种：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
第四种：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少数。

查扣近十吨假调料 独流镇将设最高30万举报奖

◎◎十十九九大大代代表表选选举举

最高法：禁止院庭长入额后不办案或挂名办案

竹竹艺艺传传承承
4月17日，李荣烈（右）在竹艺工坊对弟子进行指导。今年82岁的李荣烈是台湾南投县

草屯镇一名竹艺大师，从事竹艺创作60多年。为了传承这门手艺，李荣烈成立竹艺工坊，
向弟子传授毕生所学的竹器制作工艺，还积极推介、展示，让更多人了解这门老手艺。

摄影/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