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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印发规定，规范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工作

失责必问，违纪违法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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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市面上

仍存在“洗稿”生意链，“人工+机
器”的双轨“洗稿”模式，使诸多原
创文章被“拆解拿走”。“洗稿”软件
和一些做“伪原创”的网站称可在
不改变语意的情况下实现“洗稿”。
此外，写手活跃在网络平台，规模
承接“洗稿”业务，有的“工作室”甚
至会大量招募兼职写手， 并培训
“洗稿”技巧及规避平台原创度检
测的方法。（澎湃新闻1月13日）

随着传统媒体的转型以及自
媒体的蓬勃发展， 如今媒体的内
容生产可谓极其繁荣， 一些优质
的原创稿件点击和阅读量也屡创

新高。在“内容为王”“流量至上”
的传播语境下， 优质原创成了快
速抢占市场、 博取眼球经济的制
胜法宝。但也正因为如此，优质稿
件极容易被人抄袭和洗稿， 将之
改头换面之后用来“收割”新一轮
的读者。更可怕的是，在科技手段
的辅助下， 洗稿以其低成本的优
势迅速形成产业链， 对真正的原
创作者造成极大困扰， 甚至产生
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趋势。

现在网络上有大量专门代人
洗稿的机构到处招揽生意， 加之
洗稿软件的诞生， 将原来耗时耗
力的人工洗稿成本一下子降低不

少，操作起来更简单易行。洗稿成
风及简单易行，进一步加大了平台
方的审查难度，即便原创作者反复
投诉也很难讨一个公道， 导致原
创作者的积极性遭到打击， 严重
影响了文字创作市场的活力。

显然， 这一现象体现出的是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不足。尽
管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自媒体
平台开发了“原创功能”，以加大
对原创的保护力度， 但对洗稿始
终缺乏治理能力， 仅2018年及
2019年上半年， 微信一家核实并
删除抄袭、 未经授权发布的版权
侵权文章就超过15万篇。 知识产

权作为一种智力成果， 原本应该倍
受重视，但由于像“抄袭、洗稿”这样
的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失难以量
化，同时惩戒力度也没有威慑性，因
此使得文章抄袭、 洗稿行为屡禁不
止，甚至日益猖狂。

要打击洗稿现象， 首先需要精
确定义洗稿的“概念”，确定行为边
界，不给“移花接木”“改头换面”以
可乘之机， 监督平台需要进一步升
级审查系统，提升审查的科技手段，
同时重视并认真受理原创作者的举
报，严惩抄袭、剽窃等行为主体，对
那些专门“搬运”他人原创文章的自
媒体，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只有把他

们的洗稿成本抬高，甚至堵死他们
的抄袭“前路”，才能遏制越发严重
的洗稿现象。

值得期待的是， 今年6月1日起
新版《著作权法》将正式实施。新版
《著作权法》将法定的赔偿数额上限
从5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并设定了
法定赔偿额的下限500元；还引入了
“惩罚性赔偿制度”， 明确了一至五
倍的惩罚性赔偿加倍标准。对于知
识产权保护，既需要技术升级，也需
要法律保障，这样才不至于让那些
剽窃者赚得盆满钵满，而原创者却
求助无门。

■本报评论员 张英

严惩“洗稿”行为，勿让劣币驱逐良币

为切实保障好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长沙市临时救助
办法》近日正式出台，自2021
年2月1日起施行， 有效期5
年。对于突然遭遇生活变故、
生计陷入窘境的特困对象，
每年最高可以获得10万元
“救急难”资助。

最高救助10万元， 什么
人可以领？在哪里领？申请有
哪些流程？1月13日， 长沙市
民政局权威解答。

临时救助
累计最高10万元

急难型救助标准按照分
段累加的方式计算救助金
额，同一家庭在1个自然年度
内临时救助金额累计最高不
得超过10万元。 年度内自付
医疗费10万元（含）以内的部
分按10%比例予以救助；年
度内自付医疗费在10万元以
上的， 超出10万元部分按
30%比例予以救助。因火灾、
交通事故、 重大疾病等突发
性意外事件导致基本生活暂
时陷入困境而无力自救，需
采取紧急救助的对象， 经相
关部门（单位）予以证实后，
可先期给予不高于0.5万元
的先行救助金， 待紧急情况
缓解后若再申请临时救助
的， 需扣除紧急救助时的救
助金额。

支出型救助标准按不超
过长沙市当月6倍低保标准
对困难对象给予一次性基
本生活临时救助。对已给予
最高临时救助金额（长沙
市当月低保标准6倍）后生
活仍存在困难， 审批部门
可通过一事一议方式，根
据救助对象实际情况确定
救助金额。

遭遇这些情况
可申领救助

急难型临时救助范围包
括：因火灾、交通事故、遭遇
人身伤害等突发意外事件或
突然遭遇其他紧急特殊困
难， 造成家庭财产重大损失
或者主要经济来源中断，导
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困境的
家庭或个人； 因家庭成员突
发重大疾病导致基本生活暂
时出现严重困难、 需要立即
采取救助措施的家庭或个
人；因当地区县（市）人民政府
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突发性
特殊困难，导致基本生活暂时
出现严重困难、需要立即采取
救助措施的家庭或个人。

支出型临时救助是指因
家庭生活必须支出突然增加
超出家庭承受能力， 导致基
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严重
困难的家庭给予的过渡性救
助。救助范围包括：因教育支
出突然增加导致基本生活一
定时期内出现严重困难的家
庭； 因医疗支出突然增加导
致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
严重困难的家庭； 因当地区
县（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认
定的其他支出突然增加导致
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严
重困难的家庭。

生活必需支出自付费用
是指：经各类医保报销、保险
赔偿、肇事方赔偿、医疗救助
及各类帮扶救助后个人需负
担的医疗费用； 国家奖助学
金、国家助学贷款、校内奖助
学金、勤工助学、伙食补贴、
学费减免、教育资助（救助、
社会帮扶） 后家庭需负担的
教育费用；区县（市）人民政
府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生活
必需支出。 ■记者 杨昱

规定共6章44条，对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开展责任事故追责
问责审查调查工作的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工作职责、相关单位
分工以及启动机制、 以事立案、
审查调查措施、证据要求、结果
公布等作出明确规定，提出具体
要求。

规定强调，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开展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必须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及时主动向党中
央请示报告，重大事项报请党中
央审批决定。 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失责必问，违纪违法必究；坚
持执纪执法贯通， 有效衔接司
法；坚持实事求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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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明确，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负责对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涉及的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以及监察对象涉嫌违纪或者
职务违法、职务犯罪开展审查调
查；对违纪或者职务违法的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以及监察对象依
纪依法作出党纪政务处分决定
或者提出处理处置建议；对涉嫌
职务犯罪的，依法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 对地方党委和政府、
各级职能部门、相关单位及领导
人员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安全
生产的决策部署以及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不力，履行管理、监督
职责不力等情况进行问责；对参
与事故调查的有关单位及人员
依规依法履行职责、秉公用权等
情况进行监督；对责任事故追责
问责审查调查中发现的突出问
题，向有关党组织、单位提出纪
律检查建议或者监察建议，督促
完善制度，提高治理水平。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月13日消息， 近日，《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追责问责
审查调查工作规定（试行）》印发实施。这是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适应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制定的
又一部重要法规， 明确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责任事
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的职责定位，规范了工作程序，确立
了协作配合机制，提出了纪律要求，对于提升责任事故追
责问责审查调查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促进工作高质量
发展，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
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规定的制定坚持以《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
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
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等
党内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 等法律法规为主要依据，
充分吸收国家监委成立后开展
的多起事故事件追责问责有效
经验做法，广泛征求了各方面意
见，体现了事故追责问责的工作
特点。

此外，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联合印发了《关于在特别重大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追责问责审查
调查中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试
行）》， 对相关部门间的职责分
工、线索移送、材料移交、情况通
报、对外公布等内容提出具体要
求，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分工和协
作配合机制，与规定共同构成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特别重大
责任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工
作的主要制度框架。

■据新华社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失责必问，违纪违法必究

《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试行）》同时印发

长沙出台临时救助办法

困难家庭每年最高救助10万元！
救助对象

长沙市户籍的以下对
象可申请支出型临时救助:

●城乡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
●建档立卡贫困户；
●困难残疾人；
●低保边缘群体；
●区县（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认定的其他困难对象。

以下对象可申请急难
型临时救助：

●长沙市户籍对象（含共同生
活的非长沙市户籍的配偶和子女）；

●非长沙市户籍的个人（应提
供在长沙市连续缴纳12个月社会保
险证明）。

救助程序

诚信承诺书及需要进行信息比
对的申请对象签名的授权声明。

2

申请年度内有效的教育支出缴
费凭据（单据）、医疗机构的医疗支出
缴费凭据（单据）或其他能够佐证支
出的相关凭证。 突发重大疾病的，申
请急难型临时救助应当提供有效的
定点医疗机构的疾病诊断书。

3

区县（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认
为应该提供的其他材料。

4

家庭成员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
（非长沙市户籍人员应提供在长沙市
连续缴纳12个月社会保险证明）。

1

申请临时救助， 提交
下列材料：

■制图/张元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