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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選人用人 究責決策領導
需事前上報事項逾十種 涵被問責幹部「復出」任職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

《辦法》關於任前事項上報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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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報道）中共中央辦公廳近日印
發《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檢查
和責任追究辦法》（下稱《辦

一、機構變動或者主要領導成員即將離
任前提拔、調整幹部的
二、除領導班子換屆外，一次集中調整
幹部數量較大或者一定時期內頻繁
調整幹部的

法》），構建起全方位、全覆
蓋、全鏈條的幹部選拔任用監督
網絡。根據規定，幹部選拔任用

三、因機構改革等特殊情況暫時超職數
配備幹部的

工作中，領導幹部秘書等身邊工
作人員以及近親屬提拔任用、被
破格或越級提拔等十餘種事項

四、黨委和政府及其工作部門個別特殊需
要的領導成員人選，不經民主推薦，
由組織推薦提名作為考察對象的

（見附表）需事前向上級部門報

五、破格、越級提拔幹部的

告。文件還明確，違規選人用人

六、領導幹部秘書等身邊工作人員提拔
任用的

問責的領導幹部「復出」任職、

情節嚴重的責任人，最高將移送
有關國家機關依法處理。

《辦法》指出，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
檢查的重點內容包括：堅持黨管幹
部原則情況、堅持好幹部標準和樹立正確
用人導向情況、執行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政
策規定情況、遵守組織人事紀律和匡正選
人用人風氣情況、促進幹部擔當作為情
況。
同時，要求監督檢查選人用人是否堅持
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堅持五湖四海、任
人唯賢，堅持事業為上、公道正派；是否
嚴把政治關、品行關、能力關、作風關、

廉潔關，選拔任用忠誠乾淨擔當的幹部。
《辦法》規定了在幹部選拔任用工作
中，應事前向上級部門報告的十餘種事
項，其中包括：機構變動或者主要領導
成員即將離任前提拔、調整幹部的；一
次集中調整幹部數量較大或者一定時期
內頻繁調整幹部的；因機構改革等特殊
情況暫時超職數配備幹部的；破格、越
級提拔幹部的；領導幹部秘書等身邊工
作人員提拔任用的；領導幹部近親屬在
領導幹部所在單位（系統）內提拔任

用，或者在領導幹部所在地區提拔擔任
下一級領導職務的；被問責的領導幹部
影響期滿擬重新擔任領導職務或者提拔
任職的；各類高層次人才中配偶已移居
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但子女均已移
居國（境）外人員、本人已移居國
（境）外的人員（含外籍專家），因工
作需要在限制性崗位任職的等。

違規選人 黨委責任最大
《辦法》明確，對違規選人用人問題，

七、領導幹部近親屬在領導幹部所在單
位（系統）內提拔任用，或者在領
導幹部所在地區提拔擔任下一級領
導職務的

黨委（黨組）負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
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
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的領導班子其他成
員承擔領導責任。領導幹部和有關責任人
員，情節較輕的，給予批評教育、責令作
出書面檢查、通報或者誡勉處理；情節較
重的，給予停職檢查、調離崗位、限制提
拔使用處理；情節嚴重的，應當引咎辭職
或者給予責令辭職、免職、降職處理，若
涉嫌違法犯罪的，移送有關國家機關依法
處理。

八、國家級貧困縣、集中連片特困地區
地市在完成脫貧任務前黨政正職職
級晉升或者崗位變動的，以及市
（地、州、盟）、縣（市、區、
旗）、鄉（鎮）黨政正職任職不滿
3年進行調整的
九、領導幹部因問責引咎辭職或者被責
令辭職、免職、降職、撤職，影響
期滿擬重新擔任領導職務或者提拔
任職的

中巡組原巡視專員張化為受賄囚 12年

■張化為（右）被判處有期徒刑 12 年，
並處罰金200萬元人民幣。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上
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
中央巡視組原副部級巡視專員張化為受
賄一案，對被告人張化為以受賄罪判處
有期徒刑 12 年，並處罰金 200 萬元（人
民幣，下同）；扣押在案的受賄所得予
以沒收，上繳國庫。張化為當庭表示服
判，不上訴。
經審理查明：2006 年至 2014 年，被告

人張化為利用擔任中央紀委、中央組織
部巡視組副部級巡視專員、中央巡視組
副部級巡視專員、中央第一企業金融巡
視組副組長等職務上的便利，為相關單
位和個人在企業經營、房產銷售、案件
調查、職務提拔等事項上提供幫助，直
接或者通過特定關係人收受他人給予的
字畫、金條、玉石、珠寶首飾等財物，
折合約 3,284 萬元。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
人張化為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
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
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構成
受賄罪。張化為歸案後如實供述罪行，
主動交代辦案機關未掌握的部分受賄犯
罪事實，認罪悔罪，贓物已全部追繳，
依法可以從輕處罰。法庭遂作出上述判
決。

科研人員可聚焦研究本身
同時，《通知》規定，減少科研經

費報銷各類證明材料，縮減審批環
節，簡化報銷流程，推進網絡服務；
自由探索類基礎研究和實施周期 3 年
以下項目，不作過程檢查。
教育部有關負責人表示，在推進放
管服改革的過程中，要按中央要求應
放盡放，切實減輕科研人員負擔，讓
科研人員把更多的時間精力投入科研
創新活動。同時，明確科研經費性質
與使用底線要求，明確反對奢侈浪
費，引導科研人員更多關注科研本
身，營造良好的學風。

加大科研人員績效工資比重。同
時，建立檢查結果共享機制，最大
限度降低對科研活動的干擾。
在廣受關注的科研活動接待費方
面，《通知》明確，根據高校科研工
作實際，橫向科研經費中開支少量科

研活動接待費。只要委託方或合同中
未明確禁止，按照科研活動實際需
要，科研人員可以開支少量科研活動
接待費。但同時要求學校對科研活動
接待費要確定具體管理辦法，避免鋪
張浪費。

■教育部黨組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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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科研人員績效工資比重
賦予科研管理更大的自主權，既
要應放盡放，又要有明確的底線要
求。因此，《通知》明確要求高校
建立完善學術助理和財務助理制
度，根據科研需要和科研人員意
願，統籌落實專門經費、專職人
員。各高校科研項目中提取的間接
費用，要更多用於科研績效獎勵，

數博會熱議數據風險安全治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舉
行中的 2019 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
覽會上，大數據安全與風險治理成為
熱門話題。

工信部下架過百違規 App
「我們切實加強用戶個人信息的保
護，開展了網絡安全威脅治理、網絡
產品和服務隱私條款審查、App 違規
收集使用個人信息治理等專項活動，
對百餘款未落實個人信息保護制度的
App 進行下架處理。」中國工業和信

息化部網絡安全管理局局長趙志國
說。
現時，一些互聯網平台在用戶不知
情的情況下使用收集的個人信息開展
「精準營銷」，或疑似進行「大數據
殺熟」。
對此，阿里巴巴集團技術副總裁杜
躍進覺得，這說明今天的數據安全問
題已經不單單是竊取攻擊，還體現在
加工、流動的過程中，有沒有使用正
確的方法。
「當今數據經濟時代，信息流速非

常快，且伴隨碎片化模式存在，並不
局限在某一 App、某項服務或是單一
組織裡。」杜躍進說。

數據安全需企業支援
他指出，這使得解決數據安全問
題，單靠政府是不行的，也需要各個
企業共同參與治理。
為發揮企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近
年來，工業和信息化部先後遴選出
230 餘個網絡與數據安全的試點示範
項目，投資總額近 37 億元，引導加

大網絡安全核心技術的研發與應用，
培養專業人才。
此次參展的奇安信集團也帶來了系
列解決方案，並圍繞 DNS 惡意流量
檢測、惡意代碼行為檢測、攻擊源與
攻擊者分析三個方向，舉辦了大數據
安全分析大賽。
奇安信集團總裁吳雲坤表示，未來
將與廣大合作夥伴共同構建開放創新
的網信產業生態環境，努力營造更加
繁榮的大數據產業生態，更好保障網
絡安全。

十一、幹部達到任職或者退休年齡界
限，需要延遲免職（退休）的
十二、其他應當報告的事項
■資料來源：新華網

內地上月工業利潤同比降

教育部簡政放權科研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教
育部將賦予科研管理更大自主權，充
分釋放政策紅利，增強科研人員獲得
感。日前，教育部黨組印發《關於抓
好賦予科研管理更大自主權有關文件
貫徹落實工作的通知》（下稱《通
知》），對完善科研管理制度、落實
科研管理自主權、優化管理服務、加
強誠信建設、改進工作機制、完善監
督機制等作出明確規定。
此次《通知》明確科研人員差旅
費、會議費、國際合作與交流費、專
家諮詢費、勞務費等，由高校結合學
校實際自主確定開支標準、報銷範
圍，優化審批程序，簡化報銷手續；
用於科研活動的儀器設備、耗材備件
以及服務、工程的採購，各高校要根
據科研需要，制定具體辦法，縮短採
購周期，簡化採購流程。

十、各類高層次人才中配偶已移居國
（境）外或者沒有配偶但子女均已移
居國（境）外人員、本人已移居國
（境）外的人員（含外籍專家），因
工作需要在限制性崗位任職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
家統計局昨日發佈的數據顯示，4 月中國規模
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3.7%，較3月大幅
回落 17.6 個百分點，再度出現負增長。1 月至
4 月累計，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同比下降 3.4%，
降幅較一季度擴大0.1個百分點。

降稅致需求提前釋放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朱虹稱，由於
4月1日起下調增值稅稅率，導致4月部分工業
產品需求在 3 月提前釋放，加之去年同期基數
較高，4 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
3.7%，與 3 月相比波動較大。但從平均增速
看，3、4兩月利潤平均增長5%。
數據顯示，1 月份至 4 月份，在 41 個工業大
類 行 業 中 ， 27 個 行 業 利 潤 同 比 增 加 ， 佔
66%。新增利潤最多的行業是煙草製品業，利
潤同比增長 29.4%。鋼鐵、石油加工、石油開
採、化工等主要行業利潤有所好轉。
另一方面，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
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汽車製造業，煤
炭開採和洗選業，化學原料和化學製品製造
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六大
行業利潤合計下降 1,302.01 億元人民幣，拖累
工業企業利潤下滑。
此外，1 月份至 4 月份國有控股企業利潤同
比下降 9.7%，降幅比 1 月至 3 月收窄 3.7 個百
分點；私營企業利潤保持增長，1 月至 4 月同
比增長 4.1%。4 月末，國有控股企業資產負債
率為58.4%，較上年同期下降1.1個百分點。

專家料增速將返增長

3.7%

華泰宏觀首席分析師李超指出，未來隨着減
稅降費等措施顯效，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將恢復
增長，考慮企業可能仍存在搶出口的行為，二
季度經濟數據不會迅速惡化，短期可能看不到
逆周期政策調整。
■國家統計局數
據顯示，4 月中
國規模以上工業
企業利潤同比下
降 3.7% 。 圖 為
福建某車企的汽
車生產線。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