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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电日前，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对 10 起粮食购销领域违纪违法
典型案例进行公开通报，具体如下：
　　湖北省粮食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费仁平
粮库监测建设项目串通投标案。费仁平在负责
湖北省粮食局粮库监测建设项目招标工作期
间，通过为叶某某公司量身设置招标条件、修
改评分标准、要求评委降低其他公司评分等方
式，为其中标提供帮助，并将亲友介绍给叶某
某合作经营或进行投资。经查，费仁平还存在
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陕西省粮食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吴新成
受贿案。吴新成利用担任陕西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粮食局局长等职务便
利，在储粮指标分配、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
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 5945 万余
元。经查，吴新成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并处罚金。
　　重庆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银峰受贿案。王银峰利用担任重
庆市江津区委书记，重庆粮食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便利，在粮库项
目建设、企业投资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
益，收受贿赂 1100 余万元。经查，王银峰还存
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云南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
记、董事长李海平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李
海平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以签订虚假动
态储备粮采购协议、截留轮换粮销售收入等
方式，贪污公款 1555 万余元；在动态储备粮

储存、轮换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
赂 554 万余元；挪用公款 4418 万元。李海平
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处有期徒刑 19
年，并处罚金。
　　贵州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原党委书记、总
经理李兰侠违规决策案。李兰侠在贵州省省级
储备临储粮采购中，未经集体研究，违规决策
省级储备临储粮的采购方式，以贵州省储备粮
管理总公司名义向管理和服务对象借款 220
万元，并通过提前借支省级储备粮轮换资金方
式偿还前述借款。经查，李兰侠还存在其他违
纪问题，被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购销计划
部原部长董春平受贿、挪用公款案。董春平利
用担任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副总经理、中储粮
成都分公司总经理、中储粮集团公司购销计划
部部长等职务便利，在收储库点审批、粮食运
输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 503 万
余元；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帮助其亲属控制
的企业参与中储粮集团公司政策性粮食收储，
相关企业获取保管补贴；指使下属将公款挪用
于其亲属公司的经营活动。经查，董春平还存
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并处罚金。
　　原中储粮物流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
经理王立强受贿案。王立强利用担任中储粮
大连直属库主任、中储粮北方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中储粮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务便利，在粮食收购、储存、轮换、收储库点资
格审批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
748 万余元。经查，王立强还存在其他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处有
期徒刑 11 年，并处罚金。

　　山西省大同市地方储备粮管理中心原主
任杨斌贪污、挪用公款案。杨斌利用职务便利，
采取多报虚报购粮款、销售粮款不入账等手
段，贪污公款 338 万余元；指使下属和多名粮
食经纪人，将销售粮款 436 万余元存入其个人
银行账户，用于购买股票、个人消费。经查，杨
斌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判处有期徒刑 16 年，并处罚金。
　　黑龙江省宁安市财政局原党组成员刘国
忠滥用职权案。刘国忠伙同他人，在核查某民
营企业申报粮食补贴工作中，对发现的自购玉
米没有农产品专用发票等问题，故意隐瞒，致
使申报企业非法获取国家粮食补贴款 136 万
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刘国忠主动投案，如实
供述犯罪事实，挽回国家经济损失，被撤销党
内职务、行政降为副主任科员非领导职务。
　　广东省佛山市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原党委
书记、总经理刘日照贪污、受贿案。刘日照利用
职务便利，在佛山市储备粮管理总公司采购小
麦业务中，伙同他人通过报销虚假运输发票方
式，侵吞公款 126 万余元；在获取储备粮代储
资格、粮食购销、租仓代管等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收受贿赂 137 万余元。经查，刘日照还存
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判处有期徒刑 7 年，并处罚金。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近年来，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立足
职能职责，针对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加大
办案力度，查处了一批胆大妄为、贪得无厌的
粮仓“硕鼠”。从上述通报案件看，大部分违纪
违法行为发生在党的十八大后，甚至党的十
九大后仍不收手，涉及业务主管监管部门、国
有粮食企业，涵盖粮食收购、储存、销售等多

个环节，涉案金额大、涉案人员级别高、危害
后果严重；既有设租寻租、权钱交易、内外勾
结、侵吞攫取的贪污受贿问题，也有擅权妄
为、履职不公、执法不严的责任问题，还有监
督管理走马观花、弄虚作假、官僚主义的作风
问题。这些案件充分暴露出粮食购销领域责
任、腐败、作风问题突出，甚至在一些地方滋
生蔓延、久治不绝，形成系统性、领域性顽症，
严重破坏粮食系统政治生态、损害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危害国家粮食安全。严肃查处粮食
购销领域违纪违法问题，充分彰显了党中央
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
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释放了“莫伸手，伸手
必被捉”的强烈信号。
　　今年 8 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范
围内部署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
治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及时跟
进、全面启动，专项整治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
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自觉，充分认识
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性，紧紧
围绕责任、腐败、作风问题加强督促检查，采
取有效措施，从严从快查办重大典型案件特
别是基层粮食企业“靠粮吃粮”案件，持续形
成高压态势；要强化监督检查，推动地方党委
和政府落实粮食购销主体责任，督促相关职
能部门认真履行监管责任，对失职失责问题

“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切
实改变监管缺失缺位的状况；要坚持一体推
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从查办案件入手，
深入剖析、查找根源，督促完善制度、堵塞漏
洞、深化改革，推动解决粮食购销领域系统性
腐败问题，取得持久性成效。

　　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电（记者白阳）当
时光的脚步来到 2021
年的最后一个月，一批
影响你我的重要新规也
将开始施行。流动人员
的医保权益更有保障，
举报市场监管领域重大
违法行为可获奖励，药
品安全相关管理规范进
一步完善……美好的生
活，见证法治的进步。

  保障跨统筹
地区流动人员医
保权益

　　《基本医疗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
12 月 1 日起施行。
　　办法保障了跨统筹
地区流动人员医保权
益，明确职工医保和居
民医保参保人员因跨统
筹地区就业、户籍或常
住地变动，不得重复参
保和重复享受待遇，并
按照办法中的有关规定
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
　　办法强调了职工医
保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具体缴费年限按照各地
规定执行，要求各地不
得将办理职工医保退休
人员待遇与在当地按月
领取基本养老金绑定。
　　参保人可以通过线
上或线下方式申请办理
基 本 医 保 关 系 转 移
接续。

  举报市场监
管领域重大违法
行 为 最 高 奖 励
100 万元
　　《市场监管领域重
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
行办法》自 12 月 1 日
起施行。
　　根据办法，举报以
下重大违法行为，经查
证属实结案后，将给予
相应奖励：违反食品、药
品、特种设备、工业产品
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
具有区域性、系统性风
险的重大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领域具有较大社会
影响，严重危害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重大违
法行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被追究刑事责任
的违法行为。
　　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为 100 万元。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须建立药品

安全委员会

　　《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自 12 月 1 日起施
行。规范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以防控风
险为目的，将药物警戒的关键活动纳入质量保证
系统中。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建立药品安全委员
会，设置专门的药物警戒部门。创新药和改良型新
药应当自取得批准证明文件之日起每满 1 年提
交一次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直至首次再注册，之
后每 5 年报告一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向医务人员、患者、
公众传递药品安全性信息，沟通药品风险。沟通工
作不得包含任何广告或产品推广性质的内容。

违规办理再保险业务或被吊销牌证

　　再保险，是指保险人将其承担的保险业务，部
分转移给其他保险人的经营行为。
　　为防范信用风险，12 月 1 日起施行的《再保
险业务管理规定》明确，保险人应建立再保险业务
集中度管理制度，对分出业务集中于同一家再保
险接受人和与其关联的再保险接受人的情况进行
监测和管控。
　　保险经纪人从事再保险经纪业务，应恪尽职
责，不得损害保险人的信誉和合法权益。
　　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人违反本规定办理再保
险业务的，由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责令改正，处
以 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
以限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或者吊销
业务许可证。

加强地下水超采治理和污染防治

　　《地下水管理条例》自 12 月 1 日起正式施
行。条例针对当前我国地下水保护利用存在的局
部超采严重、污染问题突出等问题，从多方面作出
重要制度安排。
　　比如，规定地下水调查评价、地下水保护利用
和污染防治规划、地下水储备三项基础性制度；建
立地下水“双控”、地下水取水计量、地下水资源税
费征收等制度，明确严格地下水取水许可申请条
件、防止地下工程建设不利影响、禁止开采难以更
新地下水等措施；划定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严
格地下水污染管控的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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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办案力度，查处一批胆大妄为的粮仓“硕鼠”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十起粮食购销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电（记者胡浩）
教育部日前在其网站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将“四
有”要求纳入教师职责使命，进一步明确教师
权利义务、提高教师准入门槛、突出师德师风
评价标准，并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作出
规定。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于
1993 年颁布。多年来，我国教师队伍规模不
断扩大，专任教师总数由 1993 年的 1097.89
万人提高到 2020 年的 1792.97 万人。现行
教师法的多项规定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教育
改革发展要求。
　　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共九章 57
条，包括总则、权利和义务、资格和准入、聘任
和考核、培养和培训、保障和待遇、奖惩和申
诉、法律责任、附则等。
　　征求意见稿明确，教师承担着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
质的崇高使命。教师应当为人师表，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忠
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征求意见稿提出，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
师队伍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把教师队伍建
设作为基础工作，坚持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
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
　　在权利义务一章中，征求意见稿明确了
教师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对学生进行教
育惩戒等权利，强化教师对未成年学生的保
护救助义务。征求意见稿提出，幼儿园、中小
学教师在履行职责时，应当注重保护未成年
学生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制止学生欺凌
和其他有害于学生的行为；发生自然灾害、事
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或者学生
伤害事故，应当积极保护、救助学生；应当与
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相互配合，加强对

家庭教育的指导，促进家校协同育人。
　　征求意见稿对教师资格和准入作出进一
步规范，提高各级各类教师学历要求，同时提
出了“从业禁止”的情形。
　　根据这一文件，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应
当具备高等学校学前教育专业专科或者其他
相关专业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取得中小
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学校师范专业本
科或者其他相关专业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
历，并获得相应学位；取得普通高等学校教师
资格，应当具备硕士研究生毕业及其以上学
历，并获得相应学位。
　　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实行教师职务制
度。幼儿园、中小学教师职务分为初级职务、
中级职务、副高级职务和正高级职务。教师初
级职务和中级职务不受岗位比例限制，根据
教师履行职务的年限和要求，依照规定晋升；
副高级以上职务应当与岗位设置相结合，考
察教师履职的表现，设定相应比例，通过评审

等方式竞争性获得。
　　在考核评价方面，征求意见稿突出师德
师风标准，要求教师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应
当对教师的师德师风进行重点考评，存在严
重问题的，应当认定为考核不合格。
　　提高待遇保障，是提高教师获得感，让好
老师“留得住”“教得好”的重要举措。
　　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分类建立教师工
资待遇保障机制。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平均
工资收入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当地公务
员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并逐步提高。绩效工
资分配应当坚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并体现
对优秀教师、班主任等特定岗位教师的激励。
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
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
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征
求意见稿还提出了津贴补贴、地区补贴、住房
优惠、医疗待遇、退休待遇、民办待遇等方面
的规定。

进一步明确教师权利义务、提高教师准入门槛、突出师德师风评价标准

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这些变化值得期待

　　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电（记者潘洁）
“这几年的生意越做越好，以前我经营一家馕
店，三年前又开了家新店。以后我想把我家的
馕做成品牌，就像肯德基老爷爷一样，我也能
把自己的头像当成招牌，开成连锁店，做到塔
城 500 强！”
　　“大家你出一万我出两万，积极踊跃参
加，最后一共有 7 个民族、88 个商户，筹集资
金 92 万元，开办了‘民族团结一家亲’餐厅。
现在，我们餐厅已经成为民族团结的典范，来
这里吃饭的客人越来越多。”
　　“作为妇联主席，我经常向村里姐妹们宣
传国家的就业创业惠民政策，了解她们的就
业需求，帮助她们找到满意的工作。今天我也
请来了我们村的几位创业村民：这位是开超
市的；这位是开美容院的；她是做刺绣的，今
天还带来了她的作品‘清明上河图’。”
　　……
　　 30 日在京举行的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
上，新疆干部群众代表通过视频连线分享各自
创业追梦故事，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粉碎美
西方反华势力炮制的所谓“种族灭绝”谎言。
　　“‘种族灭绝’的显著标志应该是人口数
量的减少。但从新疆人口发展情况看，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新疆人口包括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持续增
长，人口素质不断提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相说。
　　数据显示，从 1953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
查到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新疆人口
从 478.36 万人增长到 2585.23 万人，其中维
吾尔族人口从 360.76 万人增长到 1162.43 万
人。新疆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从 1949 年
的 30 岁提高到 2019 年的 74.7 岁。
　　“如果实施‘种族灭绝’了，维吾尔族还会
有这么大幅度人口增长吗？包括维吾尔族在
内的各族群众人均预期寿命还会有这么大增
幅吗？”徐贵相说。
　　来自新疆阿图什市阿湖乡的阿依开买

尔·吐尔逊是村妇联主席，也是两个孩子的母
亲。在发布会上，她热情地介绍了孩子出生时
的各项福利政策，如国家提供的免费疫苗、免
费婴幼儿营养品等。“在南疆，孩子上幼儿园、
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免费的，条件非常好，我
很感激国家的好政策。”
　　在谈到西方反华势力炮制的“新疆少数
民族妇女被强制节育”谎言时，阿依开买尔·
吐尔逊气愤地说：“他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们村有 580 名妇女，其中育龄妇女 390
名，很多家庭都和我一样有两三个孩子，每到
周末有很多小朋友在村中心广场玩耍嬉闹，

非常热闹。如果妇女们被强制绝育了，这些孩
子难道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
　　徐贵相说，反观美国，无论从历史还是现
实看，少数族裔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
等各个领域都饱受欺凌排斥，面临着长期、广
泛、系统性的歧视。
　　“美国对印第安人犯下的种族屠杀罪行，
是由政府主导的系统性行为，这才是地地道
道、名副其实的‘种族灭绝’。这种‘种族灭绝’
遗毒深远，给人类社会带来沉重灾难。”徐贵
相说，从过去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
的呼唤，到今日弗洛伊德“我无法呼吸”的呐

喊，都充分说明种族歧视是美国难以逾越的
社会鸿沟。
　　针对美方一些人拿所谓新疆“人权问题”
说事并以此威胁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
制”，徐贵相说，这完全是自找没趣。当前新疆
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各族群众享
受着安定祥和的生活，新疆发展的步伐不会
因任何人的聒噪而停止。
　　“美方应该把资源和精力放在增进本国
人民福祉和保障本国人民人权上，少拿新疆
说事。美国若再打新疆‘人权牌’，一定是‘输
牌’‘臭牌’‘烂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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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脚下的一处瓜田，网络主播通过直播推销家乡的哈密瓜（5 月 19 日摄）。
  新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生建设和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各民族拥有
平等的发展机会，共同开发建设，共享幸福生活，经济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新华社记者丁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