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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前夕，中國十餘省市公安廳長近日集中進行大調整
，方式全部為異地跨省交流任職和中央空降，凸顯出中央對公安系
統領導幹部管理的新思路。這項由中組部和公安部共同組織實施的
對全國部分省區市公安廳（局）長進行交流任職，目的在於打破原
有的利益關係網絡，加強公安系統吏治。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八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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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任職務

南京市副市長、公安局長

濟南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山西省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

湖北省孝感市委書記

吉林省副省長、公安廳長

公安部國際合作局局長

青海省副省長、公安廳長

浙江省公安廳長

湖南省副省長、公安廳長

新任職務

山東省省長助理、公安廳長

山西省省長助理、公安廳長

海南省省長助理、公安廳長

吉林省副省長、公安廳長

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黨委書記

青海省副省長、公安廳長

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

湖南省委常委、公安廳長

浙江省委常委、公安廳長

本輪調整中，濟南市委常委、政法
委書記劉傑調升山西省省長助理、公安
廳廳長。山西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
建明在幹部大會上透露， 「這次省公安
廳主要領導職務調整，是由中組部和公
安部共同組織實施的對全國部分省區市
公安廳（局）長進行的交流任職。」

與劉傑的調整同步，這輪交流任職
已經涉及江蘇、山東、山西、海南、吉
林、內蒙古、重慶、青海、浙江、湖南
等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隊伍的一把
手，跨越幅度之大是近些年來罕見。

跨省重用涉及面廣
其中，南京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

徐珠寶調升山東省省長助理、公安廳長
。山西省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李富林調
升海南省省長助理、公安廳廳長。湖北
省孝感市委書記黃關春調升吉林省副省
長、公安廳長，而其前任馬明已經調任
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黨委書記、候任廳
長。在青海省副省長、公安廳廳長何挺
早前接替王立軍出任重慶市副市長、公
安局局長之後，其遺缺最近由公安部國
際合作局局長劉志強接任。更早之前，
湖南省公安廳長劉力偉與浙江省公安廳
長孫建國對調。

這次大調整的最大看點無疑是在調

整方式上，全部為跨省異地交流任職，
或是由公安部空降。各省之間的調動環
環相扣，基本是由外地調來一位公安廳
長，則該省另有一位官員外調別地省份
。而且幾乎全部是由正廳級官員，外調
別的省份擔任副省長或省長助理，進入
省政府領導班子，同時兼任公安廳長，
屬於跨省重用。

首務做好十八大安保
政情分析專家指出，實行異地交流

任職，有助於擺脫關係網、人情網的束
縛和干擾，更好地開展工作，促進幹部廉
潔從政、預防和遏制腐敗，同時也是培養
鍛煉幹部、增強幹部隊伍生機活力的重
要途徑。公安廳（局）屬於強力部門和實
權部門，中組部、公安部此次實施的公
安廳（局）長交流任職，目的在於打破原
有的利益關係網絡，加強公安系統吏治。

對於這些新任公安廳（局）長而言
，頭號任務無疑是做好中共十八大前夕
的安保維穩工作。公安部6月中旬召開
了全國公安廳局長座談會。國務委員、
公安部部長孟建柱強調，積極主動、扎
扎實實做好十八大安全保衛工作，是擺
在全國公安機關面前第一位的政治任務
。孟建柱要求堅決打贏這場硬仗，確保
十八大安保工作萬無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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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交流任職是
中共加強幹部工作、
增強幹部隊伍活力的
一項重要舉措。中國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對此有一句通俗易
懂的名言是： 「在一個地方呆久了不好。對
幹部要教育，要把這個問題講清楚。」

公安部門被認為是中國各級政府系統中
權力最大、責任最大、工作難度最大的部門
之一。工作範圍涉及刑事偵查、經濟偵查、
文化保衛、社會治安、反恐怖、人口戶籍、
網絡監察、監所管理等方方面面，並負責管
理警衛、邊防、消防等現役部隊。公安工作
成效與否，直接關係當地的穩定發展全局。
而要做好公安工作，首要便是選配好一把手
。尤其在十八大前夕，如此大規模調動各省
公安系統一把手，引發各界關注。

此次履新的公安廳（局）長大多年富力
強，且大多在公安系統工作多年，經驗豐富
。其中，青海省副省長兼公安廳長劉志強、
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何挺、海南省省長
助理兼公安廳長李富林均為 「60後」，劉志
強則是目前全國省級公安部門中最年輕的
「一把手」。

從學歷結構上看，這批新人公安廳長全
部為大學以上學歷，劉志強還曾留學英國埃
克斯特大學警務與刑事司法專業，屬於 「海
歸」科班出身。這也凸顯出公安隊伍建設的
專業化、知識化水平不斷提高。

公安部近年來加強了幹部空降力度，出
掌各省或者副省級省會城市的公安隊伍。如
現任黑龍江省副省長兼公安廳長孫永波，曾
任公安部部長助理。何挺、劉志強分別曾任
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國際合作局局長。北京
市委常委、公安局長傅政華也曾擔任公安部
刑偵局副局長。而曾接替何挺擔任公安部刑
偵局局長的杜航偉，現任西安市委常委、公
安局長。公安部法制局局長柯良棟，現任杭
州市委常委、公安局長。

而在本輪調整之後，政法委書記和公安
廳長分設的趨勢更加明朗。在前些年，由一
位省委常委同時兼任政法委書記及公安廳長

的情況成為主流。這種情況加強了公安隊伍的領導力量
。但也引發一些擔憂，比如公、檢、法之間的地位失衡
問題。目前，大多數省份已經實行了政法委書記、公安
廳長分別由兩人擔任的做法。其中政法委書記仍然進入
省委常委，而公安廳長則大多擔任副省長或省長助理。
不過，絕大多數公安廳長仍然兼任省委政法委副書記。

中組部此前曾以 「鍾祖文」名義發表文章指出，
「加大幹部交流力度，重點做好主要領導幹部、關鍵崗

位幹部、有培養前途優秀年輕幹部的交流，真正交流出
幹部隊伍幹事創業的蓬勃朝氣，開拓進取的昂揚銳氣，
清正廉潔的浩然正氣。」從此次公安廳長交流任職來
看，一大批高素質的公安幹部通過異地調任，獲得
肯定與重用，走上了省級領導崗位，在全新環境
下大展身手，可以說是兼顧了 「朝氣」、 「銳
氣」、 「正氣」，是中央在十八大前為確
保維穩安保所下的一招妙棋。

【本報北京八日電】

特稿

▲珠江廣州河道又見水浮蓮泛濫 中新社

海監維權巡航凱旋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8日消息：在南海中國管轄海域完

成定期維權巡航任務後，中國海監83船、84船、66船、71船編
隊8日返回廣州中國海監第八支隊碼頭。

「本次巡航中，中國海監編隊對南海我國管轄海域的數十個
島礁進行了抵近觀察，宣示主權、體現管轄。不僅完成了既定任
務，還在海況不太好的情況下，分別在南沙群島和中沙群島東北
部完成了海上編隊演練和海上假想目標固定科目演練。」編隊指
揮員、中國海監第八支隊支隊長李永波說。

「此次巡航全航程近 2800 海里。最南到達北緯 5 度 47.5 分
、東經108度35分。」中國海監83船船長王雲說。今次巡航於6
月26日從三亞起航，先到北部灣口，然後一路南下經南海西部
到萬安灘，再北上經廣雅灘、蓬勃暗沙、華陽礁，到永暑礁，繼
續南下經柏礁、九章群礁、鄭和群礁、中業群礁，最後經中沙群
島返回廣州。

【本報訊】據中通社八日消息：8日，在柬埔寨金邊舉行的
東盟外長系列會議預備會議上，中國與東盟都同意，繼續維護南
海的和平與穩定。

中國外交部網站的消息說，該次會議為即將舉行的中國─東
盟外長會做準備。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傅瑩出席。

各國高官一致同意繼續全面、有效落實好《南海各方行為宣
言》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框架下的合作項目，為維護南海的
和平與穩定作出積極努力。會議還就如何共同制定 「南海行為準
則」一事進行了非正式討論。

東盟外長系列會議將於 9 日至 13 日在金邊舉行，中國外長
楊潔篪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等都會出席相關會議。

而在日本出席阿富汗重建問題國際會議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
文，8日下午在東京的記者會上說，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國家，這
些年來，在經濟發展和改革中，取得了世界第一的成績。潘基文
說，對於中國與南海緊張局勢問題，聯合國十分關心，希望相關
國家通過對話和外交談判來進行解決。

中國外長楊潔篪7日在北京舉行的 「世界和平論壇」午餐會
上發表演講時指出，中國妥善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領土海洋權益爭
端，始終堅持通過雙邊對話解決爭議，維護國家主權和地區穩定
大局。

楊潔篪說，當前，亞太地區總體保持穩定，經濟發展勢頭依
然強勁，這一局面來之不易，值得地區各國倍加珍惜。中國堅持
睦鄰友好的周邊政策，始終把亞洲國家當作好鄰居、好朋友、好
夥伴，致力於推動亞洲地區的長治久安與共同繁榮。

四市長暢談珠江治理
廣州市市長陳建華：今天是四市首次聯合舉辦親水節活動，四個市的黨委
、政府、市民共同參與，體現了愛我母親河、愛我珠江的理念。愛我珠江
親水節要一屆屆辦下去，要使珠江水一年更比一年清，造福廣佛肇清四地。

佛山市市長劉悅倫：廣佛肇清共飲珠江水，四市是一家。佛山處在廣州上
游，治水責無旁貸。佛山要下大決心、花大力氣，在珠江上游，把共同的
母親河治理好！

肇慶市市長郭鋒：按照親水節提出的倡議，共同保護好母親河，肇慶人民
一定努力！

清遠市市長江凌：作為珠江上游，清遠市有更大責任把水源保護好，把水
質保護好，希望和廣州一道，把珠江治理好！

黃寶儀整理

中國東盟共識
維護南海和平

▲中國海監83船、84船、66船、71船編隊8日返回廣州中
國海監第八支隊碼頭 新華社

【本報訊】據中新社廣州 8 日
電，廣東省水利部門 8 日向媒體公
布《2011 年廣東省水資源公報》。
該公報顯示，2011年廣東廢污水排
放總量為 125.3 億噸，比上年增加
1.1億噸；在水環境方面，跨省入廣
東境內的河流水質普遍較差。

《公報》指出，雖然廣東在節
水型社會建設上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在廢污水排放等方面仍不盡如人
意。數據顯示，2011年廣東廢污水
排放總量為125.3億噸，其中工業廢
水佔55%，生活污水佔45%。

專家指出，廢污水排放量的增

加，反映了廣東民眾用水方式比較
粗放，節水還有很大空間，同時也
說明廣東人口增加所帶來的水資源
承載壓力正在不斷增大。

據了解，為減少廢污水排放和
改善水環境質量，廣東已於2011年
率先在中國內地出台《廣東省最嚴
格水資源管理制度實施方案》，並
於 2012 年初啟動相應考核方法，
考核對象是各地級以上市政府，考
核重點為各地用水總量控制、用水
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區限制納污控制
等水資源 「三條紅線」指標完成情
況。

跨省入粵河流水質較差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八日電】
「愛我珠江親水節」7日在廣州開幕

，廣州、佛山、肇慶、清遠4市共同
發出 「親近珠江水，愛護母親河」的
倡議，並制訂《廣佛肇清四市聯合治
水行動綱領》，明確整體推進珠江整
治工作，全面提升區域水環境質量，
攜手打造生態宜居親水城。

珠江是廣佛肇清四市共同的母親
河，綜合治理工作事關流域內市民的
切身利益。 「君住珠江頭，我住珠江
尾。同愛母親河，共親珠江水。」廣
州市委書記萬慶良在親水節開幕式上
，深情表達了共同保護母親河的熱切
期盼。

制定聯合治水綱領
萬慶良表示，在美麗的珠江水畔

，廣州、佛山、肇慶和清遠四市首次
聯手舉行愛我珠江親水節，一起親水
愛水、悟水樂水，憧憬人水和諧、城
水共生的美好未來，令人倍感振奮。
在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的過
程中，打造生態宜居的親水之城是廣
佛肇清的使命，希望四市以這次親水
節為新的起點，攜手再造珠水泱泱、
蒹葭蒼蒼的美麗圖景，讓每一位市民
暢遊在 「生態水城」的美好環境裡，
盪漾在 「臨水而行」、 「觀水叢游」
、 「倚水興業」、 「親水宜居」的幸
福生活之中。

為提升區域水環境質量，四市制
定聯合治水行動綱領。佛山市市長劉
悅倫代表四市宣讀了《廣佛肇清四市
聯合治水行動綱領》。綱領明確強化
協同治水責任意識，從流域整體出發
，創新流域管理機制，實施水質水量
同步總量控制制度，科學配置水資源
，妥善處理水資源利用和水質保護的

關係。
同時，四市還將結合 「雙轉移」

和 「退二進三」工作，淘汰高污染排
放、高資源消耗的企業，鼓勵發展環
境友好型產業和實施產業集聚發展、
污染集中治理，嚴格環保准入，實施
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和 「三同時」
制度，強化產業結構和布局優化，促
進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此外，四市
還將強化引用水源安全保護，強化環
保監督執法力度，強化污水處理設施
建設等措施，做好珠江保護工作，整
體推進珠江整治工作，實現流域內城
市可持續發展。

肇慶市市長郭鋒則宣讀了以廣佛
肇清四市名義發出的愛我珠江倡議書
──《親近珠江水 愛護母親河》，
號召社會各界 「做保護珠江的積極倡
導者，保護珠江的積極維護者，保護
珠江的積極實踐者」，從我做起，從
現在做起，從點滴做起，加入到保護
母親河的行動中。

新增漁業增殖放流
首屆「愛我珠江親水節」還專門設

立了漁業增殖放流活動，四市領導與
少先隊員代表一起，現場放流大鯉魚
300尾，15-20 厘米魚苗500袋。廣州
市計劃以此次活動為開端，全年向珠
江廣州水域增殖放流魚苗3600萬尾。

作為親水節的重頭戲，廣州國際
龍舟邀請賽決賽與開幕式同期舉行，
來自廣州、佛山、肇慶、清遠以及香
港、澳門和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龍舟
隊共 82 支龍舟隊、4000 餘名運動員
相聚珠江，展開激烈角逐。廣州國際
龍舟邀請賽自 1996 年以來連續舉辦
了 17 年，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龍舟
聯會A隊獲得標準龍國際組冠軍。

▲ 廣州國際
龍舟邀請賽
自1996年以
來連續舉辦
了17年

資料照片

▲全國公安廳局長座談會6月中旬召開，公安部部長孟建柱主持會議

李富林

黃關春 馬 明

何 挺

劉志強

劉力偉孫建國

徐珠寶
山東省公安廳長

劉 傑
山西省公安廳長 海南省公安廳長

吉林省公安廳長 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黨委書記 青海省公安廳長

重慶市公安局長 湖南省公安廳長 浙江省公安廳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