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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规范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

重大事项报请党中央审批决定
据新华社电 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网站13日消息，近日，
《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特别重大生产
安全责任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
工作规定（试行）》印发实施。这
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适应纪检监
察体制改革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制定的又一部重要法规，明确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责任事故
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的职责定位，
规范了工作程序，确立了协作配
合机制，
提出了纪律要求，
对于提
升责任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的
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促进工作高
质量发展，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制
落实，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规定共6章44条，对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开展责任事故追责问
责审查调查工作的指导思想、基
本原则、工作职责、相关单位分工

以及启动机制、以事立案、审查调
查措施、证据要求、结果公布等作
出明确规定，
提出具体要求。
规定强调，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开展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必须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及时主动向党中央请
示报告，重大事项报请党中央审
批决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失
责必问，
违纪违法必究；
坚持执纪
执法贯通，
有效衔接司法；
坚持实
事求是，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
备、
程序合规。
规定明确，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负责对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涉及的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以及监察对象涉嫌违纪或者
职务违法、职务犯罪开展审查调

查；对违纪或者职务违法的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以及监察对象依
纪依法作出党纪政务处分决定
或者提出处理处置建议；对涉嫌
职务犯罪的，依法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对地方党委和政府、
各级职能部门、相关单位及领导
人员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安全
生产的决策部署以及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不力，履行管理、监督
职责不力等情况进行问责；对参
与事故调查的有关单位及人员
依规依法履行职责、秉公用权等
情况进行监督；对责任事故追责
问责审查调查中发现的突出问
题，向有关党组织、单位提出纪
律检查建议或者监察建议，督促
完善制度，提高治理水平。
规定的制定坚持以《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
问责条例》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

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等党内
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
法律法规为主要依据，充分吸收
国家监委成立后开展的多起事故
事件追责问责有效经验做法，广
泛征求了各方面意见，体现了事
故追责问责的工作特点。
此外，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中
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办公厅联
合印发了《关于在特别重大生产
安全责任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
中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试行）》，
对相关部门间的职责分工、线索
移送、材料移交、情况通报、对外
公布等内容提出具体要求，明确
了各自的职责分工和协作配合机
制，与规定共同构成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开展特别重大责任事故追
责问责审查调查工作的主要制度
框架。

20 多个城市沙尘污染爆表
1 月 10 日以来，我国北方
地区出现大范围、高强度沙尘
天气，受沙尘天气影响，截至 1
月 12 日 20 时，20 多个城市空
气质量指数小时值爆表，其中，
金昌 PM10(可吸入颗粒物)小
时 浓 度 超 过 每 立 方 米 2000
微克。
据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
联合中心专家分析，1月10日中
午前后起，
蒙古国南部和中国内
蒙古西部交界地区出现起沙现
象。在较强西北风作用下，
第一

股携带高浓度沙尘的气团在10
日夜间至11日早晨沿陕甘宁一
带南下，并在 11 日波及河南大
部、山东中西部和江苏北部。第
二股沙尘在11日下午至12日上
午经内蒙古中部向华北平原进
发，并在 12 日白天影响到山西
大部和京津冀中北部地区。第
三股沙尘已于12日傍晚在内蒙
古西部中蒙交界处形成，
较前两
股强度更高，正在朝东南方向
移动。
监测显示，本次沙尘天气

强度高、影响范围大，途经之处
空气质量迅速转差，河南、山
西、山东、河北部分城市出现小
时 严 重 污 染 ，首 要 污 染 物 为
PM10。截至1月12日20时，全
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金
昌、吴忠、乌海、榆林等 21 个城
市 PM10 小时浓度超过每立方
米600微克，空气质量指数小时
值爆表，其中金昌PM10小时浓
度在12日傍晚已超过每立方米
2000微克。
专家表示，今年大范围沙

尘天气出现的时间是近五年最
早的一次。对 2017 年至 2020
年监测数据的分析发现，波及
全国多个省份的大范围沙尘天
气过程通常在 1 月底或 2 月才
会出现。今年沙尘天气在 1 月
中旬就已开始，比往年提前约
半个月。
分析原因，国家大气污染
防治攻关联合中心专家表示，
初步分析这与近期沙源地风力
较强、降水较少、气温回升等因
素有关。
中新

李子柒做泡菜遭韩网友
“围攻”

“韩国起源说”又来了？
“泡菜本来就是我们的传统 负责的泡菜行业国际标准正式
食物”，韩国人又喊上了，这次是 诞生，这意味着，以后中国能够
因为李子柒的一段视频。
制定泡菜行业国际标准。
9 日，李子柒发布了一段视
为什么是四川眉山？据
频，介绍“萝卜的一生”，其中她 《四川经济日报》报道，眉山是
将萝卜切碎，用盐析出水分；再 “中国泡菜之乡”。据有关资料
经过脱水等程序，制成萝卜泡 显示，眉山有文字记载的泡菜
菜；之后，她又分别采用两种方 制作历史，可追溯到 1500 多年
式处理了白菜，一种是仅用盐浸 前。大文豪苏东坡不仅喜食泡
泡白菜，另一种是给白菜上涂抹 菜，还亲手制作泡菜，著名的东
了辣椒。
坡肘子就是猪肘和泡菜的奇妙
两种方式处理过后都要进 结合。从古至今，东坡故里，几
行密闭封存；制作完泡菜后，李 乎 家 家 户 户 都 能 制 作 美 味 的
子柒开始做饭，视频全程她基本 泡菜。
没有说过话；这段视频目前已经
2017年，
“东坡泡菜”销售收
有近300万次观看。
入达 165.8 亿元。目前，东坡泡
然而，韩国网友看到这条视 菜产品已远销美国、加拿大、日
频却炸了，因为李子柒的视频中 本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
出现了泡菜：
“请注意，泡菜是我
早在 3100 年前的商代武丁
们韩国的传统食物”
“
；中国这么 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
喜欢韩国文化吗？”
的泡菜雏形——盐渍菜。
还有一些韩国网友的角度更
到了秦汉时期，许慎的《说
清奇，
认为从李子柒的视频中可以 文解字》明确提出，菹者，酸菜
看到她根本没有泡菜冰箱，
这足以 也。菹字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关
说明
“泡菜根本不是中国的食物”
。 于泡菜的专用字。
目前，李子柒这条视频的热
北魏时期，我国著名农业科
评区几乎被韩国网友的类似言 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较
论给占领了。
为系统地介绍了泡渍蔬菜的加
去年年底，一项由中国主导 工方法，这是关于泡菜制作的较
制定、四川眉山市场监管局牵头 为规范的文字记载：
“泥头七日

便熟。”泥头就是用泥密封容器 韩国家庭主妇都放弃了自制泡
口，可见当时就已经知道利用厌 菜，改为购买加工泡菜，中国泡
氧菌进行发酵。
菜的出口价格也随之上涨。
发展到现在，中国泡菜发展
市面上的泡菜依赖进口，家
得越来越好，
而韩国所谓
“泡菜宗 庭主妇放弃自制泡菜，有韩媒形
主国”
的身份却早已名存实亡。
容如此状况是“泡菜国之耻”，这
近几年，
“韩国餐厅使用的 或许也是韩国网友极度敏感的
泡菜近90%为中国产”“
、韩国进 根源所在。
去年，泡菜标准由中国制定
口泡菜99%来自中国”等新闻层
出不穷，因此 2018 年，韩国农林 的新闻出台之后，韩国政府当即
畜产食品部还发布了《泡菜产业 坐不住了，称“中国四川泡菜国
振兴综合计划》，力争在 2022 年 际标准不适用韩国泡菜，”韩国
以前将国产泡菜比重较 2016 年 农林畜产食品部的一名官员还
解释称：韩国泡菜的英文名称为
提高5%以上。
然而受台风和超长雨季的 “Kimchi”，而中国泡菜的英文名
影响，韩国蔬菜还出现了大幅减 称则是“Paocai”。
产的局面，价格暴涨，为此不少
综合

两入境航班
被实施熔断措施
据民航局网站消息，1 月 12 日，民
航局再发熔断指令，对中国国际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
2个航班实施熔断措施。
国 航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入 境 的
CA868航班(约翰内斯堡至深圳)核酸检
测阳性旅客 5 例，自 1 月 18 日起，暂停
该航班运行 2 周。巴基斯坦国际航空
公司 1 月 2 日入境的 PK854 航班(伊斯
兰堡至西安)核酸检测阳性旅客 10 例，
自1月18日起，暂停该航班运行4周。
上述航线航班熔断的航班量不得
用于其他航线；1月18日以前的航班可
继续执行，如期间触发熔断机制，熔断
时间将予以累加计算。民航局要求，上
述航空公司要做好后续航班旅客安抚
和机票退改等服务工作。
中新

彭斯拒行动
民主党推动弹劾特朗普
美国国会众议院12日晚通过一项
决议，敦促副总统迈克·彭斯动用相关
宪法修正案罢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鉴于彭斯已明确表示拒绝，众议院预计
将于13日启动弹劾程序。
众议院 12 日晚以 223 票赞成、205
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决议，要求彭
斯援引宪法第 25 条修正案，以特朗普
无法履行总统职责为由，解除他的权
力。如果彭斯在 24 小时内不行动，众
议院将启动立法程序，第二次弹劾特
朗普。
众议院 2019 年 12 月表决通过两
项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指控他滥用
职权和妨碍国会，不过参议院最终否决
了弹劾条款。
彭斯12日在众议院投票前致信众
议长南希·佩洛西，拒绝动用宪法修正
案罢免特朗普。他在信中说，他认为这
一行动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不利于国
家团结。
众议院预计 13 日召开全体会议，
表决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这份长
4 页的弹劾条款指控特朗普“煽动叛
乱”
“
，严重危及美国及其政府机构的安
全”。
美国媒体报道，占据众议院多数席
位的民主党人已获得通过弹劾条款所
需简单多数票。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
决定不劝说本党议员投反对票，5 名共
和党众议员公开表态支持弹劾，其中包
括众议院共和党“三号人物”
、前副总统
迪克·切尼之女莉兹·切尼。
即便众议院迅速发起弹劾，负责审
理弹劾案的参议院要等到本月 19 日、
即特朗普卸任前一天才复会。
一些民主党人建议推迟向参议院
移交弹劾案，以避免弹劾案审理影响参
议院批准新内阁成员提名等事宜。不
过，也有议员要求佩洛西趁热打铁，不
要耽搁。
佐治亚州两名新当选联邦参议员
就职后，民主、共和两党将各自掌握参
议院50个席位。加上当选副总统卡玛
拉·哈里斯作为参议院议长的决定性一
票，民主党将掌控参议院。
弹劾罪名需要三分之二多数参议
员投票赞成才能成立。这意味着，即使
50 名民主党籍参议员全部投票赞成，
还需要至少 17 名共和党籍参议员支
持。目前只有两名共和党籍参议员明
确表态支持弹劾。
路透社报道，民主党更希望借助弹
劾案剥夺特朗普再次竞选总统的机
会。禁止特朗普再次担任公职仅需参
议院简单多数票，不需要三分之二多
数。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