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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下架1132个
不合理低价游产品

旅游大省云南通过与在线旅游服务商
积极合作，坚决对不合理低价游产品说

“不”。2019年11月至2021年2月，云南共下架
1100多个不合理低价游产品，持续推动旅游
市场秩序整治。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孙炯介绍，
通过加强与在线旅游服务商合作，2019年11
月至2021年2月，云南共下架1132个不合理
低价游产品，并通过整治旅游购物商店，斩
断不合理低价游背后的利益链条。同时，持
续完善旅行社、旅游汽车公司等7个涉旅业
态的旅游诚信体系，实施“以诚信评价为抓
手、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模式。

近年来，云南旅游市场秩序整治逐步形
成压倒性态势，旅游乱象有效遏制，市场秩
序明显好转。为解决游客投诉无门的难题，
云南还重点打造以“一部手机游云南”为代
表的智慧旅游体系，推出24小时投诉受理服
务。数据显示，2017年至今，云南省旅游投诉
平均办结时间约为3个小时。 据新华社

四车相撞致11人死亡！
沈海高速事故原因初步查明

G15沈海高速盐城段致11人死亡交通事
故原因初步查明，冲破隔离带的大货车失控
源于紧急避让前车脱落的轮胎。

4月4日凌晨，G15沈海高速由南向北
898公里处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一辆重
型集装箱半挂车失控冲破道路中央隔离
带，撞上对向行驶的一辆大型普通客车，还
致使客车后方两辆货车追尾，造成11人死
亡，19人受伤。

据江苏省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4月4日
0时30分许，一辆车牌号为冀J·7J828的大货
车在G15沈海高速行驶过程中，右后侧一轮
胎脱落在行车道上。0时48分许，车牌号为辽
B·HH576的大货车行至该处，紧急避让时，
失控冲过中央隔离带，与对向行驶的沪D·
L4452大客车相撞，大客车后方行驶的冀J·
W8295大货车追尾碰撞大客车、鲁F·BZ268
大货车追尾碰撞冀J·W8295大货车。

经调查，上述车辆驾驶人均无毒驾、酒
驾，涉事车辆均无超员、超载、超速，失控大
货车驾驶人董某排除疲劳驾驶嫌疑。目前，
轮胎脱落大货车驾驶人李某、寇某已被公安
机关控制，相关调查工作还在进行中。

据新华社

今年全国计划
招聘特岗教师8.4万余名

记者7日从教育部获悉，为加强新时代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教育部、财政部近日
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
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4330名。

通知明确，2021年，中央“特岗计划”仍
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三区三州”、
原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等
地区倾斜；重点为乡村学校补充特岗教师，
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体音美、外语、信息技
术等紧缺薄弱学科教师的补充。

通知提出，边远艰苦贫困地区和急需紧
缺专业的特岗教师招聘，可以结合实际情况
适当降低开考比例或不设开考比例，采取面
试、直接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划定成绩合
格线。对于特别边远艰苦、教师流失较严重
的地区可向本地生源倾斜。要切实做好特岗
教师待遇保障，确保特岗教师工资按时足额
发放，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保证三年服务
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
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 据新华社

财政部：
全国政府债务余额46.55万亿

风险总体可控

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否可控？财政
部将采取哪些措施抓实化解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工作？4月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
闻发布会上，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介绍，
截至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5.66万亿
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28.81万亿
元之内，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
余额20.89万亿元，全国政府债务余额46.55
万亿元，政府债务余额与GDP的比重为
45.8%，低于国际普遍认同的60%警戒线，风
险总体可控。

欧文汉介绍，下一步，财政部将按照“开
好前门、严堵后门”的思路，抓实化解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工作。一方面，持续完善法定债
务管理，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需要，完善新
增债券分配机制，严控高风险地区新增债券
规模，避免风险持续累积。继续坚持“资金跟
着项目走”的原则，避免债券资金闲置，提高
使用绩效。另一方面，持之以恒防范化解隐
性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对各
类新增隐性债务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问责一起。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完善常
态化监控、核查、督查机制，对各类隐性债务
风险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处置，牢牢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对于未来地方债改革的主要方向，欧文
汉强调，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是现代财税体制
的重要内容。“十四五”时期，财政部将进一
步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既有效发挥政府
债务融资的积极作用，又要坚决防范化解风
险，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阳 实习
生 漆雪梅 北京报道

死者遗书：
北斗掉线被罚2000元

4月6日下午，司机金某强的
儿子金先生告诉记者，5日下午
突然接到父亲的视频电话，父亲
在电话里告诉他，“照顾好你的
奶奶和两个妹妹”。金先生表示，
他当时很诧异，然而还没等自己
说话，父亲便挂断了电话。

金某强在微信群中发布了一
份遗书，“（我）今年51岁，今天在
丰润区超限站被抓说我北斗掉
线，罚款2000元，请问我们一个司
机怎么会知道，我感觉到我也快
活不长了，所以我用我的死来换
（唤）醒领导对这个事情的重示
（视）”。

死者家属证实了这份遗书的
真实性。金先生表示，自己接到
警察电话，赶到唐山市工人医院
时已经是5日晚10点多，“那时候
父亲已经昏迷不醒，身上残留着
农药”。

事发后，金某强的兄长对外

表示，其弟弟家庭并不富裕，家有
三个孩子和七旬母亲。4月7日，记
者就此事联系到金某强的哥哥，
其表示已在当地派出所做了笔
录，家属正在宾馆等待进一步的
结果。

官方通报：
联合调查组已介入调查

4月6日晚，河北省唐山市丰润
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发布
通告称，4月5日中午，在丰润区姜
家营联合治超站的例行检查中，发
生一起货车司机突发服用农药事
件。事件发生后，治超站工作人员
迅速拨打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
话。接到报警后，丰润区公安机关
迅速出警，展开立案调查；医护人
员立即赶到现场组织抢救。经多方
抢救无效，该司机于当日23时死
亡。丰润区委、区政府已组成由政
法委、纪委监委、公安局为成员的
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开展全面调
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目前，相
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记者查询发现，由交通运输
部2013年12月16日第13次部务会
议通过，2014年7月1日起施行的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
法》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规
定，道路运输经营者使用卫星定
位装置出现故障不能保持在线
的运输车辆从事经营活动的，由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800元罚
款。此外，有破坏卫星定位装置以
及恶意人为干扰、屏蔽卫星定位
装置信号的，以及伪造、篡改、删
除车辆动态监控数据的行为，由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
改正，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罚款。

此事也引起货车司机圈热
议，河北邯郸货车司机李先生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车内
定位系统而被扣车罚款的事件，
当地多数货车司机都经历过，但
像金某强一样选择极端方式解决
的情况很少见”。

据南方都市报

货车司机疑因定位“掉线”
被罚款2000元后服毒自杀
官方：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

44月月55日日，，河北唐河北唐
山丰润区姜家营联山丰润区姜家营联
合治超站发生一起合治超站发生一起
货车司机服用农药货车司机服用农药
事件事件。。司机金某强疑司机金某强疑
因车辆的北斗定位因车辆的北斗定位
系统掉线被罚款系统掉线被罚款20002000
元后元后，，服用农药服用农药，，于于55
日日2323时经抢救无效时经抢救无效
死亡死亡。。

44月月66日日，，河北省河北省
唐山市丰润区政府唐山市丰润区政府
官博通报称官博通报称，，已成立已成立
联合调查组联合调查组，，立案调立案调
查此事查此事。。44月月77日日，，记记
者就此事联系到金者就此事联系到金
某强的哥哥某强的哥哥，，其表示其表示
已在当地派出所做已在当地派出所做
了笔录了笔录，，家属正在等家属正在等
待进一步的结果待进一步的结果。。

金某强的货车

“纸面服刑”案28年水落石出：
80余名党员干部折戟“人情”

巴图孟和，男，蒙古族，
1974年10月31日出生，陈巴尔
虎旗西乌珠尔苏木萨如拉塔拉
嘎查人。

1992年5月12日，巴图孟
和因杀害同村村民白永春投案
自首，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关
押于陈巴尔虎旗看守所。

1993年6月9日，巴图孟和
因故意杀人罪被原呼伦贝尔盟
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
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1993年9月28日，巴图孟
和违法保外就医出所并长期脱
管漏管。

2007年7月陈 巴 尔 虎 旗
（以下简称陈旗）看守所违法开
具《刑满释放证明书》，之后巴
图孟和违规入党、违规当选嘎
查达（村主任）、违法当选苏木、
旗人大代表。

2017年4月11日，公安机
关经对群众举报核实，将巴图
孟和依法收监。经检察机关侦
查，巴图孟和在担任嘎查达期
间涉嫌贪污29万余元。

2018年6月14日，陈旗法
院以贪污罪判处巴图孟和有期
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万元，与
原判故意杀人罪剩余刑期并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20万元。

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
法委、纪委监委等多个部门
联合调查，备受瞩目的巴图
孟和“纸面服刑”案成因水落
石出。目前纪检监察机关已
认定84名责任人，其中厅级
干部8人，处级干部24人，科
级干部33人，其他干部9人，
已故10人；已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54人，其中10人涉嫌违
法犯罪移送司法机关调查处
理，给予诫勉谈话等组织措
施处理20人。

回溯这一迟到28年的
“公道”所暴露的层层监管漏
洞，记者发现，80余名不作
为、乱作为的党员干部，都折
戟在“人情”上。

“这28年我一直向上反
映，等到现在终于有结果
了。”通报公布后，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第一时间
联系受害人白永春的母亲
韩杰，她说：“我儿子当时不
到20岁就被巴图孟和杀害
了，可是谁知道这个杀人犯
还能做村主任、当选人大代
表呢？”

韩杰老人昨日告诉记
者，她还没有看到内蒙古政
法委的通报，她要仔细研究
一下被纪检监察机关认定
的84名责任人，还要去坟头
将这个调查结果告知儿子。
她说，自己的生活还在继
续，还在努力做针线活，目
前身体健康。

去年9月3日，半月谈
刊发《杀人犯一天监狱都
没进过！纸面服刑15年，真
相待揭穿》一文引发社会
关注；2020年9月6日，内蒙
古两级政法部门回应，将
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还被
害人以公道；2021年3月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提到纸面服刑，表示
社会广泛关注的孙小果、
郭文思、巴图孟和“纸面服
刑”案中，检察监督流于形
式，要深刻反思刑罚执行
中的突出问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罗丹妮 综合半月谈

死者母亲：
28年没白等
要去坟头告知儿子

死者母亲韩杰

新闻新闻
链接链接

四处请托“开绿灯”，违法办理保外就医
内蒙古自治区巴图孟和案件工作组4月7日公布的《关于巴图孟和案调查和追责问责情况的通报》

显示，1993年6月巴图孟和故意杀人案判决生效后，在待投送监狱执行刑罚期间，巴图孟和母亲——时
任陈巴尔虎旗（下称“陈旗”）卫生局会计佟拉嘎，与巴图孟和姑父——时任陈旗人大教工委主任朝鲁
门，依托人情关系，为巴图孟和办理保外就医。

其中，通过时任陈旗医院院长韩某山、副院长吴某福开具虚假病情诊断书，先后请托时任陈旗看
守所所长齐林、指导员卜玉贵、副所长张洪富，刚卸任的陈旗检察长拉某、时任陈旗政法委书记陈某、
陈旗检察院负责人图某和时任陈旗旗委副书记塔某荣，塔某荣打电话要求时任陈旗公安局局长础古
兰为巴图孟和办理“保外就医”，础古兰与时任陈旗公安局副政委天某商量后，在巴图孟和“保外就医”
审批材料上签字。

上述人员在明知巴图孟和不符合法定保外就医条件的情况下，违反1990年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的规定，于1993年9月为巴图孟和
违法办理保外就医出所。

长期脱管漏管，违规入党当村官
巴图孟和案件工作组通报说，巴图孟和1993年9月至2007年5月“保外就医”期间，在陈旗巴彦库仁

镇等地居住、生活。陈旗看守所未按规定向相关司法机关送达保外就医相关法律文书，未履行保外就
医考察、续保、收监等职责。属地派出所未履行重点人员管理职责，未采取监管、列管措施；陈旗检察院
未履行检察监督职责；担保人佟拉嘎、朝鲁门未尽担保人义务，导致巴图孟和长期脱管漏管。

不仅如此，巴图孟和还违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0年6月，巴图孟和请托时任陈旗西乌珠尔苏木
党委书记陶道办理入党事宜。陶道授意时任苏木党委组宣委员石某、嘎查大学生村官李某代填代写有
关入党材料，隐瞒巴图孟和曾受刑事处罚的事实，在未经党支部培养考察、大会讨论决议和苏木党委
集体讨论表决的情况下，为巴图孟和违规办理入党手续。在陶道一手操纵下，巴图孟和于2009年4月、
2011年8月，违法当选西乌珠尔苏木人大代表；2012年11月，违法当选陈旗人大代表。2009年10月、2012
年7月、2015年7月巴图孟和违规当选陈旗西乌珠尔苏木萨如拉塔拉嘎查嘎查达（村主任）。

为儿子鸣不平，母亲走上漫长上访路
杀人犯巴图孟和“纸面服刑”案追责问责情况通报后，受害人白永春的母亲韩杰老人如释重负。这

是她苦盼了28年，才终于等来的“公道”。
1992年5月12日，因发生口角，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苏木萨如拉塔拉嘎查未满19周岁的白永春，被

未满18周岁的巴图孟和捅了3刀，心脏破裂导致大出血，不治身亡。1993年6月9日，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
处巴图孟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犯罪时系未成年人，有自首等情节）。

然而，判决生效后，当年9月28日巴图孟和却被“保外就医”，回家过上“纸面服刑”的逍遥生活。
从那时起，韩杰走上了漫长而艰难的上访路。她曾不知多少次到旗里、盟（市）里，以及呼和浩特、

北京等地，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为死去的儿子鸣不平。
韩杰老人至今保留着几塑料袋的汽车票、火车票，这些大大小小各年代的旧车票，饱含着一位母

亲无尽的辛酸苦痛。不仅如此，在给小儿子白永春讨公道过程中，丈夫与她离了婚。几年后，全力支持
她上访的大儿子又因病去世。从此，这位无依无靠的母亲，咽下泪水，离开牧区，进城打工，继续四处上
访为儿子讨公道。

巴图孟和案件工作组通报说：2016年4月，韩某重新反映巴图孟和违法保外就医等问题，呼伦贝尔
市和陈旗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并于2017年4月11日将巴图孟和依法收监，但未及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我就是要让那些放掉巴图孟和的人承担责任。”今年75岁的韩杰老人说，这是多少年来支撑她活
下去的信念，也是作为一位母亲最后的期盼。

已认定84名责任人，其中厅级干部8人
巴图孟和案件工作组通报称，目前纪检监察机关已认定84名责任人，其中厅级干部8人，处级干部

24人，科级干部33人，其他干部9人，已故10人。已给予党纪政务处分54人，其中10人涉嫌违法犯罪移送
司法机关调查处理，给予诫勉谈话等组织措施处理20人。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员，司法机关将依法严
肃追究法律责任。

2017年4月11日，公安机关经对群众举报核实，将巴图孟和依法收监。经检察机关侦查，巴图孟和
在担任嘎查达期间涉嫌贪污29万余元。2018年6月14日，陈旗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巴图孟和有期徒刑3年，
并处罚金20万元；与原判故意杀人罪剩余刑期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并处
罚金20万元。

“现在那些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的心愿了了。我希望以后正义能够来得及时一些。”韩杰说。
回顾这一迟到28年的“公道”，数十名党员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甚至严重违纪违法、涉嫌犯罪等问

题，“折戟”的源头都是“人情”二字。
工作组通报指出：已查明在巴图孟和违法保外就医、长期脱管漏管、违法开具《刑满释放证明书》、

违规入党、违规当选嘎查达、违法当选人大代表及有关部门受理韩某信访事项等环节中，多名党员干
部、公职人员存在管党治党不力、失职失责、失管失察以及严重违纪违法、涉嫌犯罪问题。

一些知情者说，受请托的公职人员心无党纪国法，轻易被“人情”击破了制度的笼子，最终把自己
关进了法律的笼子。 综合新华社、内蒙古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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