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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印发规定

规范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工作
新华社北京 1 月 13 日电

责审查调查，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任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中发现的突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出问题，向有关党组织、单位提出纪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特别重大生

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及时主动向

律检查建议或者监察建议，督促完善

全面推行林长制

产安全责任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工

党中央请示报告，重大事项报请党中

制度，提高治理水平。

作规定 （试行）》 印发实施。这是中

央审批决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失

规定的制定坚持以 《中国共产党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央纪委国家监委适应纪检监察体制改

责必问，违纪违法必究；坚持执纪执法

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全面推行林

革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制定的又一部

贯通，有效衔接司法；坚持实事求是，

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

长制的意见》（下称 《意见》），并

重要法规，明确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

执纪工作规则》 等党内法规和 《中华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

开展责任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的职

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规。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

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纪

委 国 家 监 委 网 站 13 日 消 息 ， 近 日 ，

责定位，规范了工作程序，确立了协

规定明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负

国安全生产法》 等法律法规为主要依

《意见》 指出，森林和草原是

作配合机制，提出了纪律要求，对于

责对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及

据，充分吸收国家监委成立后开展的

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对于维护国

提升责任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的规

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以及监察对象

多起事故事件追责问责有效经验做

家生态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

范化、法治化水平，促进工作高质量

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开

法，广泛征求了各方面意见，体现了

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要按照山

发展，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建

展审查调查；对违纪或者职务违法的

事故追责问责的工作特点。

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要求，在全国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具有十分重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以及监察对象依

此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

全面推行林长制，明确地方党政领

要的意义。

纪依法作出党纪政务处分决定或者提

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办公厅联合印发

导干部保护发展森林草原资源目标

规定共 6 章 44 条，对中央纪委国

出处理处置建议；对涉嫌职务犯罪

了 《关于在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

责任，构建党政同责、属地负责、

家监委开展责任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

的，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对

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中加强协作配合

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

查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

地方党委和政府、各级职能部门、相

的意见 （试行）》，对相关部门间的

长效机制，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和美

职责、相关单位分工以及启动机制、

关单位及领导人员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职责分工、线索移送、材料移交、情

丽中国建设。

以事立案、审查调查措施、证据要

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以及安全生产

况通报、对外公布等内容提出具体要

《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

求、结果公布等作出明确规定，提出

法律法规不力，履行管理、监督职责

求，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分工和协作配

辖市）设立总林长，
由省级党委或政

具体要求。

不力等情况进行问责；对参与事故调

合机制，与规定共同构成中央纪委国

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设立副总林

规定强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

查的有关单位及人员依规依法履行职

家监委开展特别重大责任事故追责问

展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追责问

责、秉公用权等情况进行监督；对责

责审查调查工作的主要制度框架。

长，
由省级负责同志担任，
实行分区
（片）负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根据实际情况，可设立市、县、乡等
各级林长。
《意见》还就加强森林草原资源
生态保护、加强森林草原资源生态
修复、加强森林草原资源灾害防控、
深化森林草原领域改革、加强森林

石家庄医药医疗设备企业

草原资源监测监管、加强基层基础

防疫物资生产忙

到 2022 年 6 月全面建立林长制。

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任务要求，确保
据浙江日报

1 月 13 日，在石家庄
四药有限公司，员工操作

1.68 万亿元！
中央层面划转部分国有资本
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全面完成

机器对产品进行装箱。
连日来，河北省医药、
医疗设备生产企业在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保障
员工安全上岗的前提下，

新华社北京 1 月 13 日电 划转

调配力量，开足马力生产，

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是增

保障防疫用品供应，助力

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的重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要举措。据财政部消息，截至 2020

新华社 发

年末，符合条件的中央企业和中央
金 融 机 构 划 转 工 作 全 面 完 成 ，共
划转 93 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
构国有资本总额 1.68 万亿元。
财政部表示，中央层面划转工

我国重型运载火箭发动机研制取得新进展

作的全面完成，为促进建立更加公

空间站核心舱春季发射

了有力保障，充分体现了国有企业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全民所有，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重型运

机的研制可填补我国氢氧发动机型谱

息。此前，由该集团六院研制的长征

载火箭发动机研制取得新进展、空间

和技术空白，对诸多基础学科和工业

五号 B 运载火箭大推力氢氧发动机顺

站核心舱春季发射……记者 12 日从

领域有巨大的牵引带动作用。

利完成了一次型号可靠性试车，进一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平、更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提供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此前

步验证了大推力氢氧发动机的能力，

拟服务于重型运载火箭的大推力补燃

披露的信息，
我国正在研制中的重型运

为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执行空间站任

循环氢氧发动机关键技术攻关已取得

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达 140 吨，

务奠定了基础。

积极进展。

是实施月球探测、深空探测，开展大型

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将执行空间

据悉，大推力补燃循环氢氧发动

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空间资源开发利用

站各舱段的发射任务，其中核心舱将

机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负责研

的重要依靠，
可极大提升我国开发利用

于今年春天率先发射。此次试车是根

制，其性能指标将达到国际先进水

空间和维护太空安全的能力。

据工程总体安排的专项工作之一，有

平，能更好地满足我国未来火箭和重

与此同时，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大航天任务对动力的需求。该型发动

研制的多型火箭发动机也传来了新消

利于提高整个空间站任务建设阶段发

2017 年 11 月 ， 国 务 院 印 发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实施方案》，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
充实社保基金所涉及的划转范围、
划转对象和划转比例等问题进行了
明确，明确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
有股权的 10%，基本目标是弥补
因实施视同缴费年限政策形成的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促
进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养老
保险制度。

动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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