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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國的換屆年。既包括地
方省級黨委集中換屆，也包括中央領
導層將在中共十八大上實現新老交替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紀委十
七屆七次全會上就今後做好反腐倡廉
工作做出了六點部署。其中，兩點都
與換屆有關。這也足見做好換屆工作
在今年中央全局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按照胡錦濤的要求，一方面要嚴
格執行組織人事工作紀律特別是換屆
紀律，加強對幹部選拔任用全過程的
監督，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匡正選
人用人風氣，另一方面也要加強換屆
後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作風建設。

近些年來，組織人事工作成為腐
敗案件易發多發的領域之一。跑官要
官、買官賣官、拉票賄選等用人不正
之風有所抬頭， 「帶病提拔」、 「帶
病上崗」、 「越腐越升」等怪現象引
發群眾不滿，敗壞執政黨和政府的形
象。許多貪官都有藉提拔幹部斂財的
不法行為，同時還有如原江蘇省委組
織部長徐國健等一批直接從事組織人
事工作的官員腐敗落馬。

為匡正選人用人之風，中央雙管
齊下，一方面加強制度建設，一方面
加強監督實效。制度建設方面，為保
證幹部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防
止用人失察失誤，嚴肅處理幹部選拔
任用工作中的違規違紀行為，中央於
2010年出台了《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
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試行）》，明
確規定：黨委（黨組）及紀檢監察機
關、組織人事部門按照職責權限負責
對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實行責
任追究，並細化了各項措施和分工。

同時，積極引入群眾監督，廣泛
推行任前公示制度，對幹部選拔的提
名主體、提名形式、提名程序進行規
範，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將擬提拔
幹部的情況通過媒體進行公示，保障
群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去年，雲南
省昆明市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黨煦燕

擬任中國貿促會雲南省分會副會長，在公示期間被
輿論質疑簡歷造假而停止任用。

中紀委和中組部並多次聯合派出換屆紀律督查
組，對各地換屆進行有針對性的實地指導與監督。
對於請託拉票等擾亂換屆紀律的行為，加大查處力
度，絕不姑息。原陝西省副省長李堂堂、原太原市
市長張兵生等人就因此受到了嚴肅處理。

把好選人用人關，是加強反腐工作的一道極為
重要的程序。如果能從一開始就確保選拔一批德才
兼備、廉潔自律的幹部上崗，腐敗風險無疑將大大
降低。當然，這絕非一勞永逸，對於提拔時清正
廉潔的幹部，提拔之後有關監督工作必須及時跟
上，才能防止 「變質」。中央強調既要加
強對幹部選拔任用全過程的監督又要加強
換屆後作風建設，用意也正在此。

【本報北京九日電】

【本報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9日在中國共產黨第
十七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
。他強調當前要重點抓好反腐倡廉六項工作，嚴格執行組織
人事工作紀律特別是換屆紀律，堅持正確用人導向，貫徹民
主集中制，加強對幹部選拔任用全過程的監督，提高選人用
人公信度，匡正選人用人風氣。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消息：胡錦濤強調，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當前
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面臨不少新情況新問題，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
嚴峻、任務依然艱巨。我們一定要充分認識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
、艱巨性，進一步堅定信心、加大力度，繼續把反腐倡廉工作做深、做細
、做實，做出成效。

加強監督中央決策落實情況
胡錦濤強調，當前要重點抓好以下工作。第一，加強對中央重大決策

部署貫徹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繼續抓好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屆五中、六中
全會精神情況的監督檢查，繼續開展對中央關於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政
策和民族政策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加強對黨的政治紀律執行情況的監督
檢查，保證中央政令暢通。

第二，嚴格執行組織人事工作紀律特別是換屆紀律，堅持正確用人導
向，貫徹民主集中制，加強對幹部選拔任用全過程的監督，提高選人用人
公信度，匡正選人用人風氣。

第三，加強換屆後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作風建設，引導和督促各級領
導班子和領導幹部特別是新任職幹部樹立正確政績觀，更好堅持以人為本
、執政為民，努力展示新面貌新形象。

第四，按照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要求全面推進反腐倡廉各項
工作，加強調查研究和科學論證，注重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建立健全懲
治和預防腐敗長效機制。

解決好人民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
第五，繼續解決好反腐倡廉建設中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抓

好專項治理工作，着力在健全長效機制上下功夫，深入治理黨員領導幹部
在廉潔自律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扎實推進基層黨風廉政建設。

第六，認真總結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有益經驗，努力把握新
形勢下反腐倡廉建設的特點、規律、發展趨勢，以戰略眼光、改革精神、
創新思路謀劃今後工作。

強調保持黨純潔性極端重要
胡錦濤還強調，全黨都要從應對新形勢下黨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出發

，充分認識保持黨的純潔性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不斷增強黨的意識、
政治意識、危機意識、責任意識，切實做好保持黨的純潔性各項工作。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於1月8日在
北京開幕。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持了會議。賀國強代表中央
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作了題為《統一思想認識加大工作力度堅定不
移將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引向深入》的工作報告。中央紀律檢查委
員會委員117人出席了會議。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九日電】曾在近幾年反腐工作中立下汗馬功勞
的巡視組制度，將進一步在軍隊中推廣。中央軍委已組建巡視組，由一批
將軍擔任巡視專員，專司對軍隊中高級將領和領導指揮班子的監督檢查。
此舉被認為是軍隊加強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舉措。

本報獲悉，中央軍委巡視組由一批退役將領擔任巡視專員，成員主要
來自解放軍四總部，級別大多為正軍級以上，軍銜則為少將以上。巡視組
組長由中央軍委紀委副書記兼總政治部紀律檢查部部長王秉山少將擔任，
巡視專員則包括總政治部直屬工作部原政委董吉順少將、總參謀部通信部
原政委翟同政少將，總後勤部軍事交通運輸部原部長趙占平少將，總政治
部紀律檢查部副部長崔興旺少將等。

將軍擔任巡視專員
中央於2003年率先組建了針對地方省市政府的中央巡視組，在近些年

查辦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原山東省委副書記杜世成等腐敗案件中，發
揮了重要作用，功效顯著，被譽為 「欽差大臣」。後中央又陸續組建了針
對國有企業、國有金融機關和中央國家機關的巡視組。

去年6月底至7月初，全軍巡視試點工作部署暨巡視幹部培訓會議在京
召開，會議研究部署軍隊巡視試點工作。此後，北京軍區和武警部隊作為
試點單位，率先設立了巡視組，建立了高規格的巡視專員隊伍，對所轄部
隊和機關展開巡視。以北京軍區巡視組為例，成員包括了山西省軍區原司
令員方文平少將、北京衛戍區原副政委王子彥少將、天津警備區原副政委
韓寶恆少將等多位將領。

巡視格局更為完善
而由中央軍委層面設立巡視組，意味着巡視監管範圍更廣，層級更高

，更具權威性。既顯示出軍委高層加強反腐倡廉工作的決心，也令中央巡
視工作整體格局更為完善。據了解，巡視組的主要職責是對有關軍事單位
的領導班子特別是軍事、政治主官進行監督檢查，工作方式包括聽取官兵
意見、列席有關會議、開展走訪調研等等。

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將去年在
視察駐上海部隊時曾指出，確有一
些單位和個人，艱苦奮鬥、勤儉
建軍的思想有所淡化，革命意
志、進取精神有所退化，鋪
張浪費、大手大腳現象有
所抬頭。這些問題的危害
和影響不容忽視，必須高
度重視，採取有力措施
加以糾治。

自去年以來，軍隊
反腐廉政建設的力度不斷
加強。5 月份，經軍委主
席胡錦濤批准，中央軍委
印發了《軍隊黨員領導幹部
廉潔從政若干規定》，從11個
方面作出了 70 個 「不准」的禁
止性規定，規定了考評及結果運用
、責任追究辦法。10 月份在京召開的全
軍檢察機關偵查工作座談會提出，嚴肅查
辦職務犯罪案件，為推進軍隊反腐倡廉建
設充分發揮服務保障作用。另據了解，
2012 年全軍紀檢工作會議將於 1 月份在北
京召開。

換屆在即 六招加強反腐倡廉

胡總促匡正官風

【本報記者王志剛、周群鋒濟南九日
電】9日，山東省紀委召開新聞發布會披露
， 「12．06」特大偽造金融票證案共查處涉
案官員國企高層20人，其中涉及廳級幹部9
人、處級幹部6人、企業管理人員5人。該
起金融票證偽造案牽涉多家金融機構，其
中 齊 魯 銀 行 涉 案 金 額 最 多 ， 華 夏 銀 行
（600015）、中信銀行（601998）等銀行均
牽扯其中。

山東省紀委副書記、秘書長喜遠介紹
說，目前查處了山東省商務廳原副廳長郭
偉時，淄博礦業集團原董事長、黨委書記
馬厚亮，新汶礦業集團原董事長、黨委書
記郎慶田等人員。目前，已移送司法機關
14人，給予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9人，
紀檢監察機關調查處理工作已接近尾聲。

據悉，郭偉時收受272萬元巨額賄賂案
早已在去年8月份在當地開庭。法院認為，
被告人郭偉時利用擔任山東省外經貿廳副
廳長的職務便利，接受上海全福投資管理
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濟源的請託，為其謀取
將山東五徵集團有限公司、浪潮集團有限
公司兩企業資金存入齊魯銀行之利益。另
一名涉案人員馬厚亮也因牽扯本案，被認
為直接影響到山東能源集團成立進程，打
亂了該省煤炭重組的計劃。

假票證牽出金融大案
案件源於 2010 年 12 月 6 日，濟南一家

銀行在受理業務諮詢時，發現一存款單位
所持 「存款證實書」係偽造，隨後報案。
濟南公安局成立專案組，將犯罪嫌疑人劉
濟源及其他犯罪嫌疑人抓獲歸案。經查，
「劉某某通過偽造金融票證等手段多次騙

取資金。案件牽涉多家金融機構，其中齊
魯銀行涉案金額最多，華夏銀行、中信銀
行等銀行均牽扯其中。」

案發後坊間盛傳該案涉案金額超過 60
億元，金融機構損失或超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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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總提反腐倡廉 重點工作66

▲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
七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石家莊西柏坡廉政教育館 資料圖片

▲去年春節前，內蒙古烏
蘭浩特市義勒力特鎮的幹
部在幫助菜農清除大棚周
邊的積雪 資料圖片

▲去年的畢業國防生歡
送暨優秀國防生表彰會

資料圖片

▼參觀者在參觀《中國
共產黨反腐倡廉歷程展
》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