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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能上能下“太平官”等三类干部危险了
１２省份出台细则给官员任用立下“下”的标尺

据新华社电 北京市日前下发

《北京市贯彻〈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

下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办法》，提

出进一步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

度体系，及时将那些锐意改革的干部

大胆使用起来，宽容改革探索中的失

误，明确违法违纪免职等七种“下”的

渠道。

记者梳理发现，自去年中央印发

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

（试行）》以来，已有北京、天津、河北、

甘肃等至少１２个省份出台了实施细

则或实施意见，推动形成能者上、庸

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

境。

各地出台细则强调实操性

记者了解到，除北京、天津、河

北、甘肃等１２个省份外，甘肃定西、宁

夏银川等地市以及国土资源部等单

位也结合各自实际，制定了相关实施

细则。此外，吉林、江苏等省份的实施

细则也已进入讨论或计划阶段。

北京在实施办法中，在问责追究

中增加了“篡改、伪造个人档案材料”

等情形，在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调整

的情形中增加了“违反有关规定经商

办企业、在企业等经济实体兼职”等

内容。

此外，北京还在“辞职辞退”中列

出了“自愿辞职”条款，为领导干部主

动请辞明确了规则。

湖北省出台的实施意见，把不适

宜担任现职需要调整的情形扩充到

２０种，包括“参与封建迷信活动”“不

服从组织安排，跟组织讨价还价”等

内容。

此外，去年甘肃省在精准扶贫中

落实能上能下，对扶贫开发业绩突出

的８名县委书记予以提拔重用、１０名

县长转任县委书记，而对考核成绩为

“一般”的３个县６名党政主要领导则

进行了组织调整。

剑指治党不严为官不为

记者发现，从中央规定到各地实

施细则以及各地通报干部处理案例，

治党不严、为官不为、违规乱为三类

现象成为调整处理的重点类型：

从严治党落实不力。专家指出，过

去对下属贪腐现象“睁只眼闭只眼”、

只要自己不出问题的“太平官”，在从

严治党的背景下属于要“下”的对象。

河南新乡原市委书记李庆贵在

任期间，下属３名厅级干部被查处，因

此被河南省委免职；湖北省地税系统

去年被查出领导班子成员办公用房面

积超标率超过６０％，违规修建办公楼、

违规配备公车等问题严重，湖北省地

税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建国被免职。

工作不担当不作为。去年１１月，

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黄石港海关卡

口、箱管系统不能用或不达标被要求

限期整改，然而具体负责的职能部门

办事拖拉，未能按期完成整改任务，导

致港口外贸货物运输业务被停止，外

贸企业运输成本大幅提升。黄石市口

岸办、黄石港口集团两家单位“一把

手”均被免职。为官不为、不敢担当、群

众意见较大等情形，已被多地明确列

入“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情形。

违反组织规定行为。中组部公布

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全国因不如实报

告个人有关事项等问题被取消提拔资

格的３９００多人，受到调离岗位、改任非

领导职务、免职、降职等处理的１２４人。

上海市在规范干部亲属经商中，１０人

被免职，１０人被调岗，１人辞职，３人涉

嫌严重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

一位省级组织部门负责人表示，

过去对于领导干部违反相关组织规

定，究竟是给予警告处分还是降职免

职处理标准比较模糊，“现在对此类

违规现象是否下、如何下作出明确界

定后，对处理干部规矩意识不强等问

题就有了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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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0户小微企业
应减未减营业税331万元

税收
征管

问题 2014年，12个县应减免未减免7210户小微企

业（含个体工商户，不含零申报的纳税人）营业税

331万元，占符合减免条件户数的40%；12个县2922

户小微企业未备案，未享受2013年度企业所得税减

免305万元，占符合减免条件户数的85%。

整改 地税征收机关对应退小微企业的税款进行了

清退，向符合减免条件而未享受营业税减免优惠的

6882户纳税人退税303 . 2万元，占审计查出应退户

数的95 . 45%、占应退税款的92%；其余328户涉及税

款31 . 01万元，因企业自动放弃或不具备退税条件

不再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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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6亿元专项资金
未及时拨付使用

养老
服务

问题1 8个市和37个县滞拨、闲置专项资金2 .56亿元。

整改 青岛等6个市本级和33个县的专项资金2 . 52

亿元目前已全部拨付到位。威海、聊城等2个市本级

和4个县的专项资金429 . 41万元将根据工程进度拨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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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家试点医院
未按规定调整医疗服务价格

县级
公立
医院

问题1 89家试点医院未按规定降低高值医用耗材、大型医用

设备检查和治疗价格，有的甚至不降反增。如乳山市人民医院

更新核磁共振和CT设备后，两种设备的住院人均检查费用分

别增长了250%和50%。

整改 乳山市人民医院等53家医院已调整医疗服务价格。36

家医院尚未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其中济南市3家、淄博市2家、

枣庄市3家、烟台市3家、潍坊市1家、泰安市13家、莱芜市1家、

滨州市7家、菏泽市3家。泰安市13家医院计划2016年调整。

问题2 2个市和21个县未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

服务业的实施意见；22个县未设立发展养老服

务业专项资金；19个县未将养老设施建设用地

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等。

整改 各市县均已对应出台意见、制定制度、设立

发展专项资金等。

问题3 5个市和36个县的304家养老服务机构未

进行消防验收；6个市和39个县的380家养老服

务机构未取得卫生部门的验收报告或审查意

见。

整改 156家养老服务机构通过了消防验收；146家
养老服务机构因房屋建筑设施不具备消防验收条

件，采取配置消防设备、改造消防设施等补救措施

进行整改；378家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卫生防疫验

收；潍坊昌邑市1家养老服务机构停业，潍坊奎文

区1家养老服务机构注销。

2016年，省级财政将安排专项资金，通过以奖

代补形式重点用于养老机构消防设施改造。

问题2 药品采购改革有未达到“招采合一、量价挂钩”要求的

情况。其中，部分省药品集中采购价格高于医院采购价格，抽

查发现，2013年至2014年有30家试点医院与供货商二次议价，

价格低于集中采购3 . 81亿元。

整改 目前，新一轮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已经启动。30家试点医

院已取消二次议价，其中淄博市、潍坊市、德州市等10家医院

上缴国库或纳入财政管理资金7678 . 4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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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部门公车运行维护费
超预算支出67万元

三公
经费

问题1 6个部门单位会议费超预算支出；4个部门单位培训费超预

算支出；5个部门单位112次会议未履行内部审批手续；6个部门单

位21次会议超计划天数；5个部门单位15次会议开支超过综合定

额控制标准；4个部门单位61次会议未在定点饭店召开；5个部门

单位34次培训未编制年度培训计划。

整改 整改清单对涉及单位均一一“点名”。

问题2 5个部门单位超预算支出67万元，超38%；5个部门单

位将公车运行维护费29万元在差旅费、办公费等项目或所

属协会中列支。

整改 省直部门单位已于2015年底完成公车改革任务，省委高

校工委等4个单位制定出台了5项制度，按预算和会议制度核

算公车运行维护费、差旅费、办公费等项目。省海洋与渔业厅

已将应由厅机关承担的车辆加油、维修等费用共计4 . 53万元

拨付山东海洋与渔业信息协会。

问题3 6个部门单位、1个二级单位的33名干部职工在所属学

会、协会等社团组织违规兼职，其中厅级10名、处级17名。

整改 截至今年2月底，省外办等单位对兼职人员进行清理，11人辞

去所兼任的职务，9人完善报批备案手续。省科技厅、省委政研室、

省粮食局、省委党校等4个单位相关兼职人员已递交辞职报告。

□记者 王富晓

段婷婷

29日上午，山东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次会议在济南

举行，会上，省审计厅

厅长马青山作了省政

府《关于2014年度省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

整改情况的报告》。

记者了解到，报

告附整改清单，其中

详 细 列 出 了 截 止 到

2016年2月底各个部

门、单位针对审计出

问题的整改情况。

据悉，这也是我

省首次公开审计查出

问题整改清单。

这份清单“点名

道姓”，对问题主要内

容、涉及单位及目前

整改完成情况作了详

细说明。其中，对“三

公”经费、县级公立医

院改革、养老服务等

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

问题均列出了“问题

整改详单”。

截止到今年2月
底，审计工作报告中

指出的27类38项问题

基本完成整改。通过

整 改 上 缴 财 政 资 金

5 . 99亿元，盘活存量

资金3 . 04亿元。审计

发现的149件违法违

纪问题线索移送有关

部门查处后，已有416
人和12个单位受到责

任 追 究 ，追 缴 资 金

51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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