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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印发了《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
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
遵照执行。

《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
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主要内容
如下。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规范党组讨论和决定党
员处分事项，根据《中国共产党章
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党组（包含党组性质
党委，下同）应当认真履行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纪委监委派驻纪检
监察组应当认真履行监督责任。坚
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
党纪面前一律平等，坚持实事求
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化
监督执纪问责，确保案件处理取得
良好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
果，确保案件质量经得起历史和人
民的检验。

第三条 党组对其管理的党员
干部实施党纪处分，应当按照规定
程序经党组集体讨论决定，不允许
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人擅自决定和批
准。党纪处分决定以党组名义作出
并自党组讨论决定之日起生效。

第四条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
驻纪检监察组（以下简称派驻纪检
监察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驻在
部门（含综合监督单位，下同）党组
管理的司局级党员干部涉嫌违纪问
题进行立案审查和内部审理，经派

驻纪检监察组集体研究，提出党纪
处分初步建议，与驻在部门党组沟
通并取得一致意见后，将案件移送
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工委（以
下简称纪检监察工委）进行审理。

纪检监察工委对移送的案件应
当认真履行审核把关和监督制约职
能，形成审理报告并反馈派驻纪检
监察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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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检监察工委在审理过程中，
应当加强与派驻纪检监察组沟通。
派驻纪检监察组原则上应当尊重纪
检监察工委的审理意见。如出现分
歧，经沟通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由
纪检监察工委将双方意见报中央纪
委研究决定。

派驻纪检监察组应当加强与有
关方面沟通，特别是对驻在部门党
组管理的正司局级党员领导干部违
纪案件，在驻在部门党组会议召开
前，应当与驻在部门党组和中央纪
委充分交换意见。

第五条 经纪检监察工委审理
后，派驻纪检监察组将党纪处分建
议通报驻在部门党组，由党组讨论
决定，党纪处分建议与党组的意见
不同又不能协商一致的，由中央纪
委研究决定。党纪处分决定应当正
式通报派驻纪检监察组。

第六条 给予驻在部门的处级
及以下党员干部党纪处分，由部门
机关党委、机关纪委进行审查和审
理，并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
十二条规定履行相应程序后，由党

组讨论决定。在作出党纪处分决定
前，应当征求派驻纪检监察组意见。

根据工作需要，派驻纪检监察
组可以直接审查驻在部门的处级及
以下党员干部违反党纪的案件。派
驻纪检监察组进行审查和审理后，
提出党纪处分建议，移交驻在部门
机关党委、机关纪委按照规定履行
相应程序后，由党组讨论决定。必要
时，派驻纪检监察组可以将党纪处
分建议直接通报驻在部门党组，由
党组讨论决定。

第七条 给予驻在部门党组管
理的司局级党员干部党纪处分、给
予处级党员干部撤销党内职务及以
上党纪处分的，由驻在部门机关纪
委在党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30日
内，将党纪处分决定及相关材料报
纪检监察工委备案。纪检监察工委
对备案材料应当认真审核，发现问
题及时反馈并督促解决。

纪检监察工委应当每季度向中
央纪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报送
备案监督情况专项报告，必要时可
以随时报告。

给予向中央备案的党员干部党
纪处分的，驻在部门党组应当按照
规定将党纪处分决定通报中央组织
部。

第八条 对于党的组织关系在
地方、干部管理权限在主管部门党
组的党员干部违纪案件，凡由派驻
纪检监察组查处的，由主管部门党
组讨论决定，并向地方党组织通报
处理结果。

对于地方纪委首先发现并立案

审查，接受上级纪委指定或者与派
驻纪检监察组协商后由地方纪委立
案审查的上述案件，应当由地方纪
委按照程序作出党纪处分决定，并
向主管部门党组通报处理结果。在
作出立案审查决定及审查处理过程
中，地方纪委应当与主管部门党组
和派驻纪检监察组加强沟通协调；
经沟通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报共
同的上级党委或者纪委研究决定。

第九条 纪检监察工委在中央
纪委领导下建立健全对中央和国家
机关审查处理违纪案件的质量评查
机制，对党组讨论决定、派驻纪检监
察组审查处理的案件事实证据、性
质认定、处分档次、程序手续等进行
监督检查，采取通报、约谈等方式反
馈评查结果。

第十条 党的工作机关、直属
事业单位领导机构讨论和决定党员
处分事项，参照本规定执行。

派驻纪检监察组给予驻在部门
党组管理的干部政务处分，参照本
规定办理，并以派驻纪检监察组名
义作出政务处分决定，或者交由其
任免机关、单位给予处分。

第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党委和纪检监察工委可以根据本
规定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实施
细则。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中央纪委
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2019年1
月1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有关规
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本规
定执行。

据了解，15日当天山东省
艺术统考广播电视编导科目考
试共分两门课，上午8点半到11
点，进行文学常识科目考试，下
午进行影评和故事写作。目前
微博曝出的图片显示，多个QQ
群在上午8点42分至10点36分开
始发布选择题、填空题和简答
题答案等。山东日照编导考生
小刘称，泄露的题目均是此次
考试试题，答案也基本为正确
答案。小刘说：“肯定感觉不公
平，我们每天在那里背，他们用
手机就考到了。泄露的答案是
真的答案。”

记者16日从山东省教育招
生考试院了解到，经山东省公
安和教育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
组连夜侦查，目前已锁定相关
当事人。联合调查组初步认定
这是一起考生作弊事件，其他
情况仍在进一步侦查中。调查
组表示，将根据调查事实，依据

《刑法修正案（九）》及《国家教
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
令第33号）等法律法规，对相关
责任人和作弊考生给予严肃处
理，维护招生考试的公平公正。

新闻链接

“疑山东编导艺考联考作弊菏泽考区泄题”

网友称开考4分钟
就发现试题上网
初步认定这是一起考生作弊事件

12月15日，山东省举办2019年普通高校
招生美术类、文学编导类专业统一考试。当天
下午3点半左右，有网友发微博称，今年山东
省艺术统考广播电视编导科目刚开考4分钟
就发现试题上网，“疑山东编导艺考联考作弊
菏泽考区泄题”，此事引起了广泛关注。

昨日，又有泰安、济宁考生反
映，当地也疑似出现试题泄露情
况。一位泰安考生告诉记者，其所
在考场并没有信号屏蔽仪，还有
考生顺利把手机带进考场。

泰安考生小曹称，试题并非
考前就已泄露，而是开考后由学
生传出试题，机构再通过QQ群等
发回答案。“是考试的时候有人发
出试题，某些机构建有群，老师提
前跟他们打好了招呼，等到八点
半以后，我们考了半个小时，题就
已经泄了，这些老师就给他们在
群里发答案。”

小曹还表示，其所在考点之
所以能传答案，是因为考场并没
有安装信号屏蔽仪，而且负责安
检的老师对电子设备的扫描并不
严格，不少考生都成功把手机带
进了考场。“有很多带手机的，每
一场基本都有带手机的，但老师
没有管，也没有扫出来。扫描仪扫

到了，扫到你的兜里响了，都是糊
弄过去，明明响了也不让学生掏。
而且只扫你上半身，如果把手机
藏在鞋里，他根本就不知道。”

另一位泰安考生也对监考老
师提出质疑，她表示，她所在考场
有一名考生由于作弊被监考老师
发现，但下午考试时这名考生却再
次出现在考场并完成了考试。“坐
我旁边那个女生，确实是作弊被逮
到了，巡考人员也发现了，然后跟
她说‘你下午不用来了’，但她下午
依然来了，也没有人管，下午照样
可以考，也没人追究这件事。”

截至记者昨日发稿，泰安市
教育局尚未对此事做出回应。另
据媒体报道，12月15日上午泰安考
区接到举报，反映有考生作弊。泰
安市教育局高度重视，泰安市公
安局第一时间介入调查。调查结
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并依法依
规处理。

又有泰安、济宁考生反映当地疑似出现试题泄露

“考场无屏蔽仪 手机可带进场”

根据山东省目前实施的相关
规则，编导综合分由两部分构成，
此次统考分数占30%，高考分数占
70%。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
骁分析，如查证有机构组织考生
泄露考题、实施作弊，涉嫌构成故
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及组织考试作
弊罪。“山东省2019年普通高校招
生美术类、文学编导类专业统一
考试属于《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
理办法》所规定考试，构成国家秘
密级别。因此，如果有机构泄露考

题，涉嫌组织作弊罪及泄露国家
秘密罪。”

韩骁律师表示，根据《刑法》
相关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
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为实
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
售或者提供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中的试题、答案的，依照前述规定
处罚。

录取率陡降背后的激烈竞争
据公众号“山东高考志愿填

报”消息，2018年根据山东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公布的数据结合
一分一段表分析得出山东省文
学 编 导 类 的 本 科 录 取 率 约 为
18％，比2017年出现大幅下降。
山东省编导类考试在2018年之前
以校考方式进行招生，2018年起
开始实施统考，学生们统一做一
份试卷，然后各学校认可这份试
卷的成绩，根据山东省制定的统
一录取规则学生填报平行志愿
进行录取。2018年山东省编导生
参加统考人数21000余人，经过统

考后最终录取人数为文科3000
人，理科737人。

一位山东往届编导考生告诉
记者，自去年以来编导类的本科
录取比例大幅下降，在竞争本就
激烈的情况下又曝出疑似泄题事
件，这让公平备考的考生更加难
以接受。“2017年山东省报考编导
两万多人，本科录取省内省外一
万八左右，到2018年报考编导的人
还是两万多，录取的人省内省外
不到四千人。”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澎湃
新闻，人民日报客户端

律师说法

泄露考题涉组织作弊罪及泄露国家秘密罪

昨日，南京市公安局通报
称，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当天，南京警方接群
众举报两起网络滋事违法犯罪
警情：昵称“小幸”和“李佳明
mmm”的网民，分别在QQ群和
微博上发布涉及南京大屠杀的
极端言论。南京警方高度重视，
在天津和湖南长沙警方的大力
协助下，经连续工作，将嫌疑人
于某某、李某某抓获。

经查，12月13日上午10时许，
于某某（QQ昵称：小幸，男，17
岁，天津人，在校学生 ）先后在4
个QQ群，通过更改群名、发布群
公告、群内发消息等方式，发布
涉及南京大屠杀的侮辱性言论，
并配有从网络上下载日本“刽子
手”屠杀中国同胞的南京大屠杀
史料图片。12月13日18时许，李某
某（微博昵称：李佳明mmm，男，
17岁，湖南长沙人，某职业学院大
专肄业）在其微博评论区发布涉
及南京大屠杀的挑衅性，有损国
家民族尊严、伤害人民感情的言
论。随后，上述违法言论被转发
扩散，造成恶劣影响。鉴于于某
某、李某某二人系未成年人，且
初次违反治安管理，12月14日、15
日，南京警方依法分别对于某
某、李某某行政拘留7日（依据法
律规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
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不
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警方表示，已于今年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施
行的《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
例》明确规定，禁止歪曲否定史
实，侮辱诽谤死难者、幸存者，编
造传播有损国家民族尊严、伤害
人民感情的言论信息等违法行
为。对有上述行为违反治安管理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警方重申，对挑战法律底
线，侮辱诽谤他人、寻衅滋事、宣
扬美化侵略战争以及“精日”等
其他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一如
既往，坚决予以严厉打击。同时，
警方提醒未成年人家长及学校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爱国主义教
育，充分认识南京大屠杀给中国
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牢记历
史、勿忘国耻。 据@平安南京

不止菏泽？

党组对其管理的党员干部实党组对其管理的党员干部实
施党纪处分施党纪处分，，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经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经
党组集体讨论决定党组集体讨论决定，，不允许任何个不允许任何个
人或者少数人擅自决定和批准人或者少数人擅自决定和批准。。党党
纪处分决定以党组名义作出并自纪处分决定以党组名义作出并自
党组讨论决定之日起生效党组讨论决定之日起生效

根据工作需要根据工作需要，，派驻纪检监察组可以直接审查驻在派驻纪检监察组可以直接审查驻在
部门的处级及以下党员干部违反党纪的案件部门的处级及以下党员干部违反党纪的案件。。派驻纪检派驻纪检
监察组进行审查和审理后监察组进行审查和审理后，，提出党纪处分建议提出党纪处分建议，，移交驻移交驻
在部门机关党委在部门机关党委、、机关纪委按照规定履行相应程序后机关纪委按照规定履行相应程序后，，
由党组讨论决定由党组讨论决定。。必要时必要时，，派驻纪检监察组可以将党纪派驻纪检监察组可以将党纪
处分建议直接通报驻在部门党组处分建议直接通报驻在部门党组，，由党组讨论决定由党组讨论决定

两网民发布
涉南京大屠杀极端言论
被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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