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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童接種過期疫苗 江蘇懲33人

地方黨政領導將實行食安責任制

7月全面推行監獄巡迴檢察
最高檢：嚴打「牢頭獄霸」嚴查司法人員職務犯罪

最高檢於23日推出第五場「新時代四
大檢察」網絡訪談時，最高檢負責

刑事執行檢察和司法人員職務犯罪偵查的
第五檢察廳廳長王守安稱，監獄巡迴檢察
試點半年以來，共糾正問題逾500起；今
年7月1日起將全面推行監獄巡迴檢察。
他說：「特別是要加強對『牢頭獄霸』
的嚴厲打擊，總結糾正冤假錯案的經驗，
加強對刑事被執行人人格尊嚴的保護。」
與此同時，在司法人員相關職務犯罪

的查辦上，檢察機關將研製立案標準的規
定和工作細則，並建立一體化辦案機制，
嚴查一批有影響的典型案件。

上月出細則 8省市試點
最高檢內設機構改革，主要負責辦理對
監獄、看守所等執法活動；強制醫療執
行、羈押的監督；辦理羈押必要性審查案

件；辦理罪犯又犯罪案件；司法工作人員
利用職權實施非法案件的偵察等。
去年五月末，最高檢決定，去年6月至

今年5月，山西、遼寧、上海、山東、湖
北、海南、四川、寧夏等8個省（市、
區）檢察機關將開展對監獄實行巡迴檢察
試點工作。
上月，最高檢印發《人民檢察院監獄巡

迴檢察規定》和《人民檢察院監獄檢察工
作目錄》，為巡迴檢察提供基本指引和具
體標準。

12試點地區 揭問題2668個
對於巡迴成效，王守安表示：「巡迴檢

察試點以來，各級檢察機關發現監獄在教
育改造等方面的違法問題數量大幅上
升。」巡迴檢察改變了派駐檢察人員相對
固定，容易因循守舊、固化的思維，形成

「熟人熟事、一團和氣」、「拉不下情
面、下不了手」的現象。截至去年 11
月，12個試點地區共有96個檢察院對175
個監獄開展635次巡迴檢察，共發現問題

2,668個，發書面糾正違法和檢察建議855
件，得到糾正511件。基於此，最高檢要
求今年上半年原非試點省份檢察機關開展
對監獄巡迴檢察試點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中國最高人民檢

察院（下稱最高檢）負責刑事執行檢察和司法人員

職務犯罪偵查的第五檢察廳廳長王守安透露，今年

七月起將全面推行監獄巡迴檢察。在司法人員相關

職務犯罪的查辦上，檢察機關將研製立案標準的規

定和工作細則，並建立一體化辦案機制。他表示，

尤其要加強對「牢頭獄霸」的嚴厲打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王守安
表示，檢察機關將穩妥規範推進查辦司法工
作人員相關職務犯罪案件；嚴格立案標準，
規範偵查行為，保障偵查安全，注重辦案效
果。
「按照規定的案件管轄範圍，偵查過程中
發現涉嫌監察委管轄的職務犯罪線索的，及
時與監察委溝通協調，全案由監察委管轄更
為適宜的，檢察機關應當撤銷案件，將案件
和線索一併移送。監察委決定司法工作人員
相關職務犯罪和關聯的其它犯罪案件由檢察
機關並案偵查的，依法開展偵查。」
同時，檢察機關還將提升通過監督違法違

規發現職務犯罪線索的能力，建立職務犯罪
線索的移送、會商、研判和反饋機制。充分
發揮市級檢察院偵查辦案的主體作用。
此外，檢察機關還將研究制定司法工作人

員相關職務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和人民
檢察院偵查司法工作人員相關職務犯罪工作
細則，科學設置偵查辦案組和專案組，並加
強偵查裝備現代化和信息化建設。

規範立案標準
注重辦案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江蘇省
金湖縣黎城衛生院近日發生了一宗口服
過期疫苗事件，致145名兒童接種了過
期脊髓灰質炎疫苗。最新消息稱，江蘇
省對該事件進行了徹查嚴處。該宗事件
的相關責任單位和33名責任人被嚴肅問
責。其中，淮安市副市長顧坤受政務警
告處分。
經調查確認，該事件是因當地政府主
體責任落實不到位、主管部門監管不
力、接種單位管理混亂、工作人員違規
操作造成的一宗嚴重責任事故。

未發現受害童健康異常
報道指，江蘇省級醫學專家組對145
名已接種過期疫苗的兒童全面開展醫學
觀察、進行體檢、安排補種，未發現與
疫苗直接相關的異常健康情況；黎城衛
生院預防接種門診進行全面整頓，目前
該院已重新開診，現場秩序良好。
報道稱，該宗事件被問責的33名責任
人中，市衛生健康委主任孫邦貴受政務
警告處分，市衛生健康委副主任吳雲生

受政務記過處分；金湖縣委書記張志
勇、縣長徐亞平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副縣長高昌萍受政務降級處分；黎城衛
生院院長汪泓涉嫌職務犯罪，目前採取
留置措施；黎城衛生院原副院長劉志兵
等6名直接涉事人員分別受到開除黨
籍、開除公職處分，其中劉志兵等兩人
已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淮安市、金湖縣衛生健康行政部門和疾
控、衛生監督等機構相關負責人分別受
相應黨紀政務處分。

擬完善疫苗安全責任制
針對此次過期疫苗事件暴露出的問

題，江蘇省委、省政府要求各地各有關
部門深刻汲取教訓、舉一反三、全面排
查，徹底消除各類隱患。目前，江蘇正
抓緊制定出台改革完善疫苗管理體制的
實施意見，擬進一步強化地方政府、監
管部門和相關單位的責任，加強疫苗接
種單位規範化建設，健全完善疫苗安全
責任制和長效管理機制。
上月7日，江蘇省金湖縣黎城衛生院

發生了該宗口服過期疫苗事件。通過對
接種兒童家長的逐一電話排查、上門巡
查，截至上月9日下午4時，確定全縣
145名兒童接種了過期脊髓灰質炎疫苗。

據新華社介紹，脊髓灰質炎又稱小兒麻
痹症，是一種由病毒引起的高傳染性疾
病，它可侵入神經系統，並在幾小時內
導致全身癱瘓。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喬輝、王月以
及中通社報道，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
盟官方昨日就當地23日發生的「銀漫礦
業事故」通報稱，截至當時，遇難人數
已上升至21人，正對其餘29名傷者進行
全力救治。據報道，錫林郭勒盟委副書
記、盟長霍照良昨日介紹了上述情況。
他表示，接診醫院已迅速啟動重大事故
災難緊急醫救應急預案，調集專家開展
會診和救治，對每一位傷員逐一制定治
療方案，實行「一名傷員一醫一護」精
準治療。
同時，安排心理醫生對傷員進行心理
疏導，並及時與內蒙古醫院開通遠程會

診。
霍照良還稱，內蒙古自治區已針對該

起事故成立由政府常務副主席任組長的
事故調查組，將盡快查明事故原因和責
任，不放過任何一個環節、任何一個細
節，徹查有關方面的責任；將根據事故
調查結果，依法依規對相關責任人作出
處理，並通過媒體及時向社會公佈事故
調查結果。

遇難礦工每日工作12小時
昨日，在錫林郭勒盟醫院重症監護室

門口，王國海的十幾位親屬如坐針氈。
45歲的王國海就是本次事故重傷者之

一，來自赤峰市林西縣。夫婦倆都在礦
上打工——王國海在井下幹活，妻子王
玉華從事過泵工作。王玉華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丈夫以前斷斷續續在這幹過
活，去年整整做了一年，23日是新年過
後第一天上班。她說：「（王國海）早
上7點到晚上7點，12小時倒班，半個月
白班，半個月夜班，每次下井需要40分
鐘到一個小時。」
王國海的哥哥說，他們是23日上午11

點得到弟弟出事的消息，下午從林西縣
趕到醫院。他說：「到目前為止，我們
不知道弟弟的傷情如何，我們家屬非常
着急，每次問醫生給的答覆都是『傷情
平穩』。」
23日上午8時20分許，內蒙古錫林郭
勒盟西烏珠穆沁旗銀漫礦業有限公司
（下稱銀漫礦業）通勤車由輔助斜坡向

井下運送工人時，由於煞車出現問題，
車輛失去控制，撞在輔助斜坡道四車場
巷道幫。官方當天通報稱，該起事故造
成20人遇難、30人受傷。

該礦曾獲發《高新技術證》
有工商資料顯示：銀漫礦業於2005年

11月23日成立，註冊資本約13.49億元
人民幣，由上市企業內蒙古興業礦業股
份有限公司（興業礦業）百分百控股，
法定代表人為劉曉明；經營範圍包括許
可經營項目鋅、鉛、銀、銅、錫採礦、
選礦及銷售。
另據澎湃新聞報道，就在此次事故發

生的前一天，興業礦業宣佈其全資子公
司銀漫礦業近日獲發《高新技術企業證
書》，在三年內將享受國家關於高新技
術企業的相關優惠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農業農村部
新聞辦公室昨日發佈消息稱，河北省保定市徐
水區發生非洲豬瘟疫情。
昨日，農業農村部接到中國動物疫病預防控

制中心報告，經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學中心
確診，保定市徐水區某養殖場發生非洲豬瘟疫
情。該養殖場現存欄生豬5,600頭，已出現發
病死亡病例。
另據澎湃新聞報道，內蒙古自治區大興安嶺

重點國有林管局桑都爾林場也發生非洲豬瘟疫
情。該養殖場現存欄家養野豬222頭，發病
222頭，死亡210頭。該養殖場位於大興安嶺
腹地，周邊半徑60公里範圍內無生豬養殖。
疫情發生後，農業農村部立即派出督導組赴

疫情所在地。當地已按照要求啟動應急響應機
制，採取封鎖、撲殺、無害化處理、消毒等處
置措施，對全部病死和撲殺豬進行無害化處
理。同時，禁止所有生豬及其產品調出封鎖
區，禁止生豬運入封鎖區。目前，上述措施均
已落實。

河北內蒙古現非洲豬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為期5年的
「中國成人二型糖尿病降壓治療目標研究」昨
日在重慶正式啟動，全國200多家研究中心將
參與該研究。該研究旨在探究二型糖尿病合併
血壓升高患者的降壓目標，降低糖尿病患者心
血管疾病及死亡風險。
據統計，我國成人糖尿病患者人數達1.14

億，其中半數以上糖尿病患者合併高血壓。此
類患者心肌梗死、腦血管意外等不良事件的發
生率的發生率遠高於無高血壓的糖尿病患者。
據該研究的發起者、中國工程院院士寧光介

紹，目前國際上並沒有統一的糖尿病患者的降
壓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重慶雲陽
縣政府新聞辦官方微博消息稱，昨日下午1時
30分許，雲陽縣盤龍街道永昌路發生一宗交
通事故。一輛渝F22372金龍牌巴士疑似煞車
失靈衝上人行道，致2人死亡，2人重傷，11
人輕傷。事故發生後，雲陽縣委縣政府高度重
視，相關部門迅速趕到現場救援處置，將傷者
送醫治療。
截至目前，傷者無生命危險，巴士司機已被

警方控制，事故原因正進一步調查中。

二型糖尿病降壓目標研究啟動

渝巴衝人行道 釀2死13傷

內蒙礦難 死亡增至21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
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地
方黨政領導幹部食品安全責任制規定》
（以下簡稱《規定》），提出實行地方
黨政領導幹部食品安全責任制，並明確
地方黨政領導幹部在落實食品安全工作
責任不到位的，將按有關規定進行問
責。
《規定》適用於縣級以上地方各級黨
委和政府領導班子成員（下稱地方黨政
領導幹部），並明確地方各級黨委和政

府對本地區食品安全工作負總責，主要
負責人是本地區食品安全工作第一責任
人，班子其他成員對分管（含協管、聯
繫，下同）行業或者領域內的食品安全
工作負責。

《規定》明確職責獎懲
在「職責」部分，《規定》明確，地
方各級黨委主要負責人應當全面加強黨
對本地區食品安全工作的領導，認真貫
徹執行黨中央關於食品安全工作的方針

政策、決策部署和指示精神，上級黨委
的決定和相關法律法規要求。地方各級
政府主要負責人應當加強對本地區食品
安全工作的領導，認真貫徹執行黨中
央、國務院關於食品安全工作的方針政
策、決策部署和指示精神，上級黨委和
政府、本級黨委的決定和相關法律法規
要求。
在「獎懲」部分，《規定》明確，地
方黨政領導幹部在落實食品安全工作責
任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按照有關

規定進行問責：未履行本規定職責和要
求，或者履職不到位的；對本區域內發
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社會影響
惡劣的食品安全事件負有領導責任的；
對本區域內發生的食品安全事故，未及
時組織領導有關部門有效處置，造成不
良影響或者較大損失的；對隱瞞、謊
報、緩報食品安全事故負有領導責任
的；違規插手、干預食品安全事故依法
處理和食品安全違法犯罪案件處理的；
有其他應當問責情形的。

■最高檢將於7月全面推行監獄巡迴檢察。在司法人員相關職務犯罪的查辦上，檢察
機關將研製立案標準的規定和工作細則，並建立一體化辦案機制，嚴查一批有影響的
典型案件。圖為某省女子監獄。 資料圖片

■王守安 網上圖片

■■因非洲豬瘟因非洲豬瘟，，
河北徐水區有豬河北徐水區有豬
隻死亡隻死亡。。中央社中央社

■■江蘇省淮安市金湖縣上江蘇省淮安市金湖縣上
月有月有145145名嬰幼兒在一家名嬰幼兒在一家
衛生院接種過期小兒麻痹衛生院接種過期小兒麻痹
疫苗疫苗。。圖為日前廣西一家圖為日前廣西一家
醫院為嬰兒接種疫苗醫院為嬰兒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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