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3岁参军、11次篡改档案、跨两省5地
造假……近年来干部履历造假的情况屡
被曝光，“三龄两历一身份”成为一些干部
随意篡改涂描的对象。

中央组织部近日通报称，在省管干部
档案专项审核中，420人因档案造假受到
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186人因档案问题
被记录在案，未查清前不得提拔或重用。

档案造假远非一张档案纸那么简单，一
处造假往往牵出多人、多部门。如何源头防
堵造假行为？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420名干部档案猫腻
年龄、学历、经历是“重灾区”

干部档案是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近年
来， 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遏制造假行为。然
而，干部档案造假长期难禁绝。在2014年中
央巡视组两轮巡视中，被巡视的20个省区市
中有15个存在干部档案造假问题。

梳理“落马”官员的案件发现，干部履
历造假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年龄、学历、经历是“重灾区”。干部
履历主要包括“年龄、工龄、党龄、学历、工作
经历和干部身份”，简称“三龄两历一身份”，
而年龄、学历、工作经历往往成为造假的多
发环节。如黑龙江省双城市招商局原副局长
孟德勇，为了符合吸收录取干部年龄，将出
生年份由1979年改为1976年，并虚构黑龙江
大学行政管理大专班学历。

———多人协作，团伙作案。一个人造假背
后往往涉及多人、多个部门，形成团伙作案状

况。 如辽宁省盘锦市大洼临港经济区管委会
原副主任夏野伪造入党材料案，涉及9人。

———履历造假往往伴随其他违纪违
法行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
副主任、 党组成员栗智在档案造假外，还
存在“索取、收受巨额贿赂；严重违反社会
主义道德，与他人通奸”等多项违纪行为。

耀眼履历多发
图帽子、挣面子、捞票子
近年来，我国逐渐完善干部选拔任用

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不得在

干部、职工的录用、考核、职务晋升、职称
评定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不得“弄虚
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

但是执行时却或多或少存在随意性和漏
洞。少数人为了谋取私利，不惜铤而走险。记
者调查发现， 提拔前和换届选举前是履历造
假的“波峰期”、跨地区调动前后也较为高发。

云南省一位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干部
告诉记者，他们在工作中发现，个别干部为
达到选拔要求的在基层或某个职级工作年
限、最低学历等要求，往往在档案材料中，虚
构增加工作经历或者提供假文凭。

除了私自更改履历者个人意愿之外，

“弹性年龄”“粉饰业绩”等的背后，往往有
领导“保驾护航”。例如，广东梅州市劳动
教养管理所原政委钟立档案造假案中，给
予协助者的身份就涉及县委书记、县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以及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挣面子、占位子、图帽子、捞票子，造
假背后都是利益的捆绑、驱动。”这位人事
干部认为， 为了达到提拔的硬性条件、多
享受干部待遇，让履历更加耀眼等，都是
一些领导干部履历造假的原因。

做好“清淤”“防污”
构建“不敢造假、不能造假”机制

记者了解到，中央组织部把整治档案造
假问题列为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6项重
点任务之一，从2014年10月开始，在全国分
三批部署开展了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
作。目前，第一批即省管干部档案专项审核
工作基本完成，市、县两级和中央单位正在
抓紧推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在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看
来，干部履历造假并非小事。“这是诚信问题，
领导干部没有诚信，公众如何相信你？”谢春
涛建议， 对造假者一经查实必须严厉查处，
更要追究默许、参与或帮助造假者的责任。

加强源头治理，既做好过去存量的“清
淤”工作，也积极做好“防污”工作，一是建立
健全干部档案任前审核制度，二是完善档案
日常管理制度，三是积极推进档案数字化建
设，着力构建“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
假”的长效机制。 （据新华社昆明1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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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FGH

� � � �再取消150多项审批事项，扩大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点……新年伊始， 接连几次国务
院常务会议都涉及同一议题———简政放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始终是
改革发展的一大高频词。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坚强领导
下，旨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索和实
践，在中国全面推开，蹄疾步稳。

三年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成为稳增长促改革的坚实基础。简政
放权之于中国，不仅是审批的减少、权力
的下放，是“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更是
政府治理方式革故鼎新的跨越。

让市场起 “决定性作用”，
打造中国经济新动能

从今年1月1日起，重新修订的《中央
定价目录》正式实施，其最大变化是政府
定价项目砍掉八成左右。

“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
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国家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胡祖才说，这一改革规范了政府定价
行为，将政府定价权“晒”在了阳光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成为全面深
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
炮”。这是基于历史的启示，特别是我国30多
年来改革开放内在成功逻辑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
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
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
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
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经济体制
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

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年来，简政放权系列举措稳步推出。
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了大量行政审批事
项，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本届政府承
诺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审批事项的目标提前
两年多完成。 投资核准事项中央层面减少
76%，境外投资项目核准除特殊情况外全部
取消。 资质资格许可认定和评比达标表彰
事项大幅减少。2015年， 全国新登记企业
443.9万户，同比增长21.6%，平均每天新
登记企业1.2万户，创历史新高，创业创新
蔚然成风。

以改革促开放， 助力构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是来自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的最新成绩单： 截至2015年11月
底， 跨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从2014年不足
2000万美元快速增至30.4亿美元；新建的各
类跨境电子商务园区12个，引进企业330家。

跨境电子商务被认为是提振外贸的重
要方式之一。在借鉴杭州经验基础上，国务
院近日批复在天津市等12个城市设立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推动全国跨境电子
商务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用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扩围，是我国简政放
权改革促进开放发展的最新注脚。

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我国出台了一系
列高含金量的政策举措———

从《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
到《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
见》，从《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若干意
见》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各项政策正

在促外贸“优进优出”，打造外贸竞争新优势。
在投资便利化方面，一系列改革措施相

继出台，对外开放新体制构建初具模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

案）已公布，随之取消外资三法确立的逐
案审批制管理体制，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新修订的《外商
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大幅减少限制性措
施；2018年起， 中国将正式实行全国统一
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建立“负面清
单”，简政放权向纵深推进，为中国融入全
球、开放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一方面，我国继续保持第一贸易大国
地位，出口国际市场份额稳中有升。“十二
五”前四年，我国货物贸易年均增速高于
全球同期4.2个百分点。2015年前三季度，
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增速超过30%。 另一方
面，2014年我国利用外资跃居世界第一，
2015年利用外资稳中有升，同时外资产业
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占比超过60%。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冲击仍将
发酵演进，我国重塑外贸竞争优势、开拓
对外开放新局面绝非易事。

在引进来方面，要全面试行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
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
环境。在走出去方面，要完善境外投资管
理， 健全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
提高对外投资便利化水平。

“放管服”三管齐下，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10多个工作部门，80多个环节，300多

个工作日……以往， 在北京办理建设投
资项目审批 ， 不仅需要各部门“分头
跑”， 各部门互为前置还有可能“反复
去”。 如今， 审批环节减少到50多个， 各
事项办理集中在一个大厅， 审批时限平
均压缩到109个工作日……

“投资项目审批实现了从‘跑断腿’到
‘一站式’的转变，源于北京市投资审批制
度改革的扎实推进。”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
长徐熙说，尤其是2015年北京市投资项目
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正式运行以来，投资项
目审批实现了线上线下的“齐头并进”。

简政不是减政，放权不是放任。北京市
的探索，阐释了简政放权的全貌：在“放”的同
时，深入推进监管方式创新，着力优化政府
服务，做到“放、管、服”三管齐下。

三年来，简政放权改革从重数量向提高
含金量转变，从“给群众端菜”向“让群众点
菜”转变；更加注重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创新
市场监管方式；力求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社
会信用代码制度和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
建设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全国一张网”，实行
综合监管，探索“智能”监管。

三年来， 我国着力划定政府与市场、
企业、社会的权责边界：以权力清单明确
政府能做什么，“法无授权不可为”； 以责
任清单明确政府该怎么管市场，“法定职
责必须为”； 以负面清单明确对企业的约
束有哪些，“法无禁止即可为”。

未来，进一步推进政府将不该管的事交
出，集中力量把该管的事管好、该服务的服
务到位， 将会更有效推进政府的治理创新，
让市场“无形之手”更好地施展，更好地遂民
意、促发展、利和谐。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2016年1月29日 星期五17 时 事

“壮士断腕”打造发展新动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简政放权改革的启示

420人档案造假受处分

干部履历“整容”为何屡禁不止

“捷径”
新华社发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
取了大督查第三批督查问责和督查表扬工作汇报。20个
市（州）、20个县（市、区）受到国务院表扬，1148名干部因
庸政懒政怠政和不作为被相关地方严肃问责。

第三批督查问责聚焦教育、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医疗卫
生等民生领域不落实不作为的情况，经过认真核查，相关地方
对1148名责任人依法依纪进行问责，分别给予开除、撤职、降
职、记过等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地厅级31人、县处级311人。

国务院大督查鼓励有作为整肃不作为

1148名干部
因庸政懒政怠政被问责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日前，中央纪委对五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进行公开曝光，这五起问题是：

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 副主任欧青平2014年至
2015年先后3次违规组织、参加公款宴请活动，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责令退赔应由个人承担的宴请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曹守晔出具
虚假调研证明，违规公款报销个人2014年春节期间到海南的
交通、住宿等费用，受到党内警告、记过处分。广东省中山市委
常委、火炬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翠亨新区党工委书记侯奕斌
2015年春节后同意组织并带头参与由私营企业主承担费用
的开年聚会宴请活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上海市农委农
机安全监理所所长夏海荣2015年春节前违规组织在休闲农
庄召开年度工作例会，扩大会议参加对象范围，超标准安排用
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山东省寿光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陈炳忠2015年春节前收受所在单位中层干部所送购物卡及
礼品券，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中纪委曝光五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记者日前从中央组织部
获悉，2015年7月中央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
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以来，各地高度重视，采
取有效措施推进落实。截至去年底，31个省区市根据《规
定》精神，采取问责追究、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方式，
共调整县处级以上干部584人。

推进能“上”能“下”

我国调整
县处级以上干部58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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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28日称，
对重庆青阳、重庆大同、江苏世贸天阶、上海信谊联合、商
丘华杰等五家公司达成并实施低价药别嘌醇片垄断协议
案依法作出处罚， 合计罚款399.54万元。 这是2014年我
国放开低价药价格以来查处的首例药品价格垄断案。

现查明，2014年4月至2015年9月， 重庆青阳及其关
联销售公司重庆大同、江苏世贸天阶、上海信谊联合及其
别嘌醇片独家经销企业商丘华杰，先后四次召开会议，达
成并实施垄断协议。

国家发改委表示，重庆青阳及重庆大同、江苏世贸天
阶、 上海信谊联合及商丘华杰作为生产销售三个品牌别
嘌醇片的独立市场主体， 属于具有竞争关系的三方经营
者， 达成并实施统一上涨价格、 分割销售市场的垄断协
议，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严重排除、限制
了市场竞争， 对2014年4月以来别嘌醇片价格上涨具有
重要推动作用，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首例药品价格垄断案被查处
五家公司罚款近4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