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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樹重建資金無違紀問題

展示反腐決心與執政為民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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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共中央停止薄熙來擔任的中央政治
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
委員會對其立案調查的決定，北京輿論及各界
發聲：堅決擁護中央決定，在政治上、思想上
、行動上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珍惜大好形勢，以優異成績迎接十八
大勝利召開。 【本報記者北京十一日電】

【本報訊】新華社重慶十一日消息
：中共中央決定對薄熙來同志嚴重違紀
問題立案調查，公安機關公布了對尼爾
．伍德死亡案依法覆查結果並將犯罪嫌
疑人移送司法機關，重慶各界表示堅決
擁護黨中央正確決定，大家表示要堅定
地與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努力把重慶的事情辦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
理、重慶市委書記張德江於 10 日下午
主持召開市委常委會議，認真組織學習
討論中央決定。他強調，一要堅決擁護
中央的處理決定，二要切實把思想認識
統一到中央精神上來，三要加強輿論引
導，四要全力維護重慶社會大局穩定，
五要扎實做好經濟工作和黨代會籌備工
作。

重慶市委常委班子一致認為，中央
經過專門調查，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
為準繩，依紀依法作出調查處理的決定
，是完全正確的。中央的決定，充分說
明中國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律的尊
嚴和權威不容踐踏。不論涉及到誰，不
論他職務多高，只要觸犯了黨紀國法，
都應該受到嚴肅處理，決不姑息。這極
大地維護了黨紀國法的尊嚴與權威，是
我們黨取信於民的實際行動。中央的決

定再次說明，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
記的黨中央高瞻遠矚、總攬全局

，具有駕馭複雜局面、處理複雜問題的高超能力。大家
表示，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
央周圍，努力把重慶的各項工作做得更好。

「深感中央依法治國的決心」
重慶幹部群眾表示，對王立軍事件、尼爾．伍德死

亡案和薄熙來嚴重違紀問題依法依紀予以徹底查清，從
中可以看到我們黨維護黨紀、依法治國的堅強決心。
「堅決擁護中央決定，深感中央依法治國的態度和決心

。」重慶市渝中區檢察院檢察長夏陽說，法律面前沒有
特殊公民。任何人都不能干擾法律的實施，任何犯了法
的人都不能逍遙法外，黨的領導幹部更應當帶頭遵紀守
法，接受監督。重慶市民劉萬虹說： 「中央的正確決定
，讓我真切感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的分量！」
一些幹部還表示，這一事件給黨政幹部敲了警鐘，警示
廣大幹部在工作生活中要切實做到防微杜漸、拒腐防變。

一些基層幹部表示，中央及時公布處理情況，統一
了思想，消除了雜音，有利於廣大幹部聚精會神搞建設
，一心一意謀發展，以優異的成績迎接黨的十八大勝利
召開。 「中央對於事件的處理，不迴避，信息發布及時
、公開、透明，體現了黨光明磊落，對黨和人民事業高
度負責的態度。」重慶師範大學教師柳衛東說。

重慶各界認為，只要堅持 「不動搖、不懈怠、不折
騰」，在黨中央、國務院及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
3200 萬重慶人民齊心協力，重慶的明天會更加美好。
黔江區舟白鎮黨工委副書記王紹金說，作為基層幹部，
對重慶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將踏踏實實謀劃好全年工
作，以新的成績為重慶的發展添磚加瓦。

今天出版的北京日報刊登《全市黨員幹部堅決擁護中
央決定》。報道指，東城區委區政府各級幹部表示黨中央
在懲治腐敗問題上力度大，措施果斷，體現了以胡錦濤同志
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處理突發事件和複雜問題的高超能力。

報道特別提到，北京各高校於昨晚緊急召開全校幹部
大會傳達中央精神。廣大師生認為，中央決定正確及時，
有利於維護黨和國家形象，有利於維護黨紀國法權威。北
京語言大學李躍萍老師表示，堅決擁護中央決定，黨員幹
部一定要增強憂患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要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動上堅定地、自覺地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中國石油大學 「973」項目首席科學家盧春喜認為，
中央及時通報處理結果，有利於消除大家疑問，自覺抵制
不良雜音。

北京市安監局局長張家明說，中央決定反映了黨中央
在反腐倡廉方面的決心，一個幹部，不管職位有多高、地
位有多顯赫，只要在位不為人民服務，而為個人或小集團
謀私利，黨和人民決不能容忍。黨中央、國務院始終把人
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改革和發展中，哪怕犧牲一點速度
，都要保證人民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反映了黨執政為
民的理念。

「改革才能反腐敗」
昨晚十一點中央媒體發布關於薄熙來事件的有關新聞

後，即成為微博熱議的話題。
知名媒體人胡舒立在其個人微博推薦重讀習近平3月

1日黨校講話 「對那些無可救藥的蛻化變質分子、腐敗分
子，要堅決從黨的隊伍中清除出去。」她繼而指出，面對
現實，推薦重讀上期《財新觀察》： 「改革才能反腐敗」
。如果不剷除腐敗賴以滋生的體制溫床，反倒是形勢只會
日益嚴峻。

第一財經日報總編秦朔在微博上說，五年前他（薄熙
來）赴任時公開承諾，已經和愛人商量好決不允許任何親
友以及身邊任何人求特權， 「如果大家聽到有誰打着我們
的旗號辦事情，請一定堅決制止並告訴我們」。這個 「如
果」終於來了，黨紀國法將他們 「堅決制止」了。這是從
嚴治黨、自我淨化的重要一刻。敬畏法紀，心口一致，言
行一致，為政者都應謹記。

中央決定回應社會關切
據新華社報道，各地幹部群眾紛紛表示堅決擁護中央

的決定，認為這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從嚴治黨的根本要求和
依法治國的執政理念，彰顯了黨和政府堅決維護黨紀國法
的鮮明態度和堅定決心。

各地幹部群眾普遍表示，黨中央及時公布事實，果斷
做出決策，有利於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有利於維護黨
和政府形象，有利於維護黨紀國法的尊嚴和權威。

各地幹部群眾普遍認為，中央的決定進一步嚴肅了政
治紀律，維護了法律尊嚴，回應了社會關切，顯示了以胡
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駕馭複雜局面、果斷處置重大事件
的執政能力，讓人民群眾從中看到了我們黨維護黨紀、依
法治國、從嚴治黨的堅強決心，對黨的領導更加充滿信心。

廣大基層幹部、學者、企業員工等紛紛表示，要立足
崗位，扎實工作，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
下，堅定不移地推進科學發展，維護好社會和諧穩定。

【本報訊】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 11
日發布的《2012 年廣東省政務公開城鎮居
民評價》民調顯示，廣東民眾對該省政務公
開總體狀況的滿意度不高，其中粵東、粵西
、粵北的民眾不滿意度遠高出滿意度近 10
個百分點，出現負面評價。

據中新社報道，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
3月進行 「2012年廣東省政務公開城鎮居民
評價」民調，了解民眾對當前政府政務公開
現狀、途徑、事項、效果等方面的評價態
度。

調查顯示，對於本地政府政務公開的現
狀，民眾滿意度僅24%，且低於不滿意度4
個百分點，其中珠三角地區民眾對本地政務
公開的評價相對略好，滿意度與不滿意度持
平，但粵東、粵西、粵北卻出現負面評價，

民眾的不滿意度均過三成，高出滿意度近
10個百分點。

從廣東政務公開的具體事項來看，民眾
對 「重大突發事件的處理」公開的滿意度最
高。然而， 「涉及公眾切身利益的事項」、
「重大決策制定及完成情況」、 「財政預算

及執行情況」的公開居民評價顯低，滿意度
均不足三成，其中 「財政預算及執行情況」
尤甚，滿意度低於不滿意度6個百分點。

對於最滿意的政務公開途徑，民眾選擇
「媒體報道」的比例最高，相比之下，民眾

對官方微博、政府網站、政府信息刊物等政
府自身公開途徑的滿意度較低。

本次調查範圍覆蓋廣東省各地市和縣的
城區以及全省 70%以上的鎮區，總樣本為
2010位年齡在16至65歲的城鎮居民。

【本報訊】《人民日報》11 日以 「推
動反腐倡廉形勢繼續好轉」為題談反腐議題
時指出，工程建設、國企、金融等領域易發
生腐敗現象，土地、礦產成為謀取私利工具
；部分腐敗人員秘密取得外籍或雙重國籍，
把贓物贓款轉移至境外。

文章指出，一些領域腐敗現象仍然易發
多發。主要是土地、礦產等稀缺資源成為不
法分子謀取私利的重點對象，工程建設、國
有企業、金融等資金密集的部門和領域一直
是腐敗現象的高發區，行政審批、司法等權
力比較集中的部門腐敗現象一直居高不下。
此外， 「三公一金」（公款旅遊、公家車私
用、公款吃喝和收禮金紅包）問題在一些地
方和部門仍然屢禁不止。

文章稱，腐敗案件類型、性質和作案手
段出現新變化。

一是以權謀私期權化。一些腐敗分子為
了隱瞞腐敗證據，刻意將權錢交易的時限拉

開，等若干年後再進行獲利。
二是獲利斂財間接化。不少人通過配偶

、子女、情人或朋友、親戚等特定第三人代
為收受，或者以特定第三人經商等形式曲線
獲取巨額收益。

三是對抗調查智能化。不少違紀違法人
員以合作投資、委託理財、代理炒股等形式
掩蓋受賄實質。

四是腐敗案件涉外化。有的違紀違法人
員把作案地選擇在國外、境外，或者將贓款
贓物轉移到國外、境外，還有的甚至通過各
種關係，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雙重國籍。

當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呈現出
成效明顯和問題突出並存的特點，反腐敗鬥
爭形勢依然嚴峻、任務依然艱巨。只有充分
認識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
，才能做到既立足當前又着眼長遠，既狠抓
懲處又加強預防，堅定不移地把黨風廉政建
設和反腐敗鬥爭推向前進。

【本報訊】青海省政府新聞辦11日舉
行玉樹地震災後重建工作新聞發布會，就
玉樹重建進展、重建資金安排和社會捐贈
資金的管理使用等情況進行了通報。有關
人士表示，玉樹災後重建資金未出現重大
違法違紀問題。

據新華社報道， 「經過各方面的不懈
努力，玉樹災後重建各類資金管理和使用
逐步實現了有章、有序、有效的規範管理
，沒有發生擠佔、挪用等大的違規違紀的
問題，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和社會的廣
泛認可，確保了災後重建的需要。」玉樹
地震災後重建現場指揮部副指揮長、青海
省住房與城鄉建設廳廳長匡涌在新聞發布
會上說。

匡涌介紹，根據玉樹地震災後恢復重
建總體規劃，國家確定玉樹地震災後恢復

重建資金總盤子為 316.5 億元，由中央和
省級財政、社會捐贈資金及居民個人自籌
等組成。

截至目前，青海省財政及省民政廳、
省紅十字會和省慈善總會累計撥付玉樹災
後重建資金219.84億元，省級玉樹重建相
關部門和玉樹州財政局按項目進度共撥付
到項目實施單位174.66億元。

三大措施確保資金安全使用
據介紹，玉樹重建資金的使用管理主

要是加強制度建設，制定下發了玉樹地震
災後重建項目建設單位管理費安排使用、
重建項目竣工財務決算驗收等一系列措施
來規範資金運行，採取預撥、墊付、借款
等行之有效的措施，確保重建資金需求和
安全運行。

在強化資金監管方面主要採取了動態
監管、程序控制、定期檢查等三大措施，
確保重建資金的安全使用。

青海省監察廳、省財政廳、省審計廳
等有關部門還抽調30多人長期在玉樹現場
工作，對州、縣各部門重建資金的撥付、
使用和管理進行具體指導幫助和監督檢查
，對發現的問題及時提出整改措施和意見
，督促整改落實。

就社會廣泛關注的3月30日國家審計
署審計公告反映出的問題，匡涌回應說，
由於災後重建涉及面廣、任務重、時間緊
、氣候條件差、施工期短、情況複雜，不
可否認重建中的確存在一些需要改進和完
善的問題。

他說，省現場指揮部也將根據審計公
告所提的問題進一步加強管理，公告中所
提的問題都已在省重建領導小組的安排下
，全部給予處理。

匡涌同時通報了社會捐贈資金的使用
管理情況。截至去年底，共接收社會捐贈
資金 99.25 億元。採取了專戶存儲、專帳
管理的辦法，嚴格實行資金專戶管理和封
閉運行。

重建項目66%開工
【本報記者王海龍西寧十一日電】11

日上午，記者從青海省召開的 「玉樹災後
重建工作新聞發布會」上獲悉，經過兩年
奮戰，玉樹重建已取得階段性重大勝利，
社會主義新玉樹基本框架已初步顯現。截
至目前，玉樹累計開工項目 843 個，佔規
劃項目的 66%，已完工 158 個；累計完成
投資208.9億元，佔規劃總投資的73.4%。

官媒：部分貪官有雙重國籍

▲玉樹災後重建資金未出現重大違法違紀問題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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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重慶當地報紙在頭版刊登
中共中央對薄熙來嚴重違紀問題立案
調查的報道 中新社

▲十一日，北京各大報紙紛紛報道了中共中央決
定對薄熙來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的消息

中新社

▲《人民日報》報道了中共中央決定對薄熙來嚴
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的消息 中央社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
籲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局面

粵政務公開 民意評價不高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十一日消息：人
民日報 12 日發表評論員文章：自覺維護改革
發展穩定的良好局面。

文章說，中共中央決定對薄熙來同志嚴重
違紀問題立案調查的消息和公安機關對尼爾．
伍德死亡案件依法覆查的結果公布後，在全黨
全社會引起強烈反響。廣大幹部群眾堅決擁護
黨中央的正確決定，普遍認為，中央的決定依
據事實尊重法治，順應黨心符合民意，體現了
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政治勇氣，彰顯了我們黨立
黨為公的宗旨信念。人民群眾從中看到了我們
黨維護黨的純潔性、維護社會主義法治的堅強
信心。

當前，我國各項事業呈現蓬勃發展的良好
態勢，改革發展穩定凝聚着最廣泛的社會共識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釋放巨大活力。

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好局面來之不易，需要我們
倍加珍惜愛護、不斷鞏固發展。

文章指出，維護改革發展穩定的良好局面
，必須統一思想，凝聚力量。只有統一思想才
能行動一致。只有統一思想才能凝心聚力，攻
堅克難。統一思想是我們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
前提，也是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根
本前提。統一思想，就是把我們的認識統一到
中央的決策上來，把我們的行動統一到中央的
部署上來。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硬任務。我
們要從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堅決擁護黨中央的
正確決定，堅決維護改革發展穩定的良好局面
，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
黨中央周圍，統一思想、滿懷信心、扎實工作
、奮發進取，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
續推向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