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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通社二十一日消息：中共中
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 20 日在北京市、天津市
就政法機關執法規範化建設情況進行專題調研
。他強調，各級政法機關要深入落實依法治國
基本方略，深入推進執法規範化建設，促進嚴
格公正文明廉潔執法，不斷提升執法公信力和
群眾滿意度。

周永康強調，要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合法權益，堅持規範化管理與人性化管理
相結合，確保監所管理安全、規範、文明。

在天津市河西區馬場派出所。他亦要求基
層公安機關不斷提高執法辦案、化解矛盾、服
務群眾、維護穩定的能力，積極接受社會監督
，當好轄區群眾的貼心人。

他表示，近年來政法機關推進執法規範化
建設取得了明顯成效，執法突出問題得到遏制
、執法辦案行為日益規範、執法活動更加公開
透明、幹警執法能力不斷增強、服務群眾水準
明顯提升。

周永康強調，執法規範化建設是一項長期
而艱巨的任務，需要付出不懈努力， 「要完善
制度規範，從源頭上堵塞執法漏洞；強化監督
管理，從機制上促進規範執法；提高幹警執法
素養，從根本上保障規範執法。」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二十一
日電】曾經因北京SARS疫情和山
西襄汾潰壩事故兩次引咎辭職的孟
學農（見圖）再次出現在人們的視
線。《人民日報》21 日見報文章
透露，孟學農的最新身份是中直機
關工委常務副書記兼中直黨校校
長。

據《人民日報》報道，7月底
8月初，中直黨校以 「到群眾中去
，拜人民為師」為主題，組織部分

往屆優秀學員代表分赴西藏、青海和新疆，開展西部行調研
活動。中直機關工委常務副書記、中直黨校校長孟學農說：
「中直機關局處級幹部，崗位重要、責任重大。」

據了解，中央黨校中直分校隸屬中直機關工委，負責培
訓中直機關38個部委的局處級黨員領導幹部。

賦詩 「事該幹福該享」
孟學農曾2次因領導責任去職。他2003年1月擔任北京

市市長，4 月因 SARS 疫情辭去市長職務；9 月份轉任南水
北調建委辦副主任（正部級）。2008年1月任山西省委副書
記、省長，8個月後即因襄汾潰壩事故引咎辭職。沉寂一年
多以後，以中直機關工委副書記的身份復出。

孟學農任北京市長時年僅54歲，任山西省長時59歲，
於中直機關工委復出時已近61歲。此次兼任新職，孟學農
已經 63 歲。2009 年，久未露面的孟學農曾賦詩言志，在
《心在哪裡安放》中稱 「我多想多想，手拿把攥着命運的人
們，事該幹，福該享，衝就衝，浪就浪，舞就舞，唱就唱」。

【本報訊】重慶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21日透過
當地官媒發布公告稱，原中共重慶南岸區委書記夏澤良辭去
重慶市人大代表職務。夏澤良的重慶市三屆人大代表資格終
止。

據中新社報道，該公告刊於當日《重慶日報》第二版的
右下角。公告稱，近期，重慶南岸區人大常委會接受了夏澤
良辭去重慶市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的請求。根據代
表法的有關規定，夏澤良的代表資格終止。

當日《重慶日報》頭版右下角的一則新聞也顯示，8月
20 日，重慶市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五次會議通過了《重
慶市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資格的審
查報告》，根據代表法的有關規定，夏澤良的重慶市三屆人
大代表資格終止。

1961 年生於重慶墊江縣的夏澤良，曾任中共重慶市璧
山縣委副書記、中共重慶市巴南區委副書記、中共重慶市榮
昌縣委書記，2009年10月出任中共重慶市南岸區委書記。

夏澤良被視為是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親信，坊間流
傳薄谷開來毒殺英商海伍德的毒藥是夏提供的，但此流言在
谷案庭審中未獲證實。夏澤良於今年 3 月 20 日在南岸區參
加一項目簽約新聞發布會後，便再未出席任何公開活動，也
再未公開露面。

據中共重慶市委8月中旬發布消息，劉寶亞現已出任中
共重慶市南岸區委書記，不再擔任南岸區區長；原中共重慶
市巫溪縣縣委書記鄭向東被提名為南岸區區長人選。

孟學農兼任中直機關黨校校長

原重慶南岸區委書記
夏澤良人代資格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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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二十一日電】廣東政協工作再開
全國先河，廣東省委辦公廳日前正式下發《廣東省黨政主要
領導同志督辦政協重點提案暫行規定》，明文要求黨政主要
領導同志每人每年應督辦一件以上政協重點提案，並將此工
作納入政績考核。廣東成為在全國第一個將黨政主要領導督
辦政協提案以制度形式固定下來的省份。

廣東省政協委員認為，此舉是廣東黨政領導重視發揮政
治協商作用的表現，有利於提高委員參政議政的積極性。

此次發布的《規定》，明確要求黨政主要領導每人每年
督辦一件提案，且要求各級黨委、政府要努力探索現場督辦
、網上督辦等新方法，不斷提高督辦重點提案的工作水平。
《規定》還指出對不重視黨政主要領導督辦重點提案工作、
辦理責任不落實、辦理工作遲緩、辦理效果差的要及時糾正
，情況嚴重的予以通報批評。

廣東省政協常委、社會科學界發言人陳忠烈接受記者採
訪時表示，提案是委員參政議政的主要方式，《規定》的發布
是政協工作走向規範化、制度化的重要步驟，它不僅使黨政
部門更加重視政協工作，而且大大提供了政協委員的積極
性，使社會上各種經濟發展、民生熱點問題得到更好解決。

粵黨政領導須督辦提案

【本報訊】中通社二十一日消息：北京
市朝陽區園林綠化局局長 20 日透露，該區
將投資5000萬元擺花迎接國慶和十八大。

據《京華時報》報道，北京市園林綠化
局 20 日開展 「全市綠化拉練檢查」，16 個

區縣的園林綠化局局長匯聚一堂，交流取經
。海淀區園林綠化局局長構想了 「三山五園
」間 34 公里綠道的規劃，西城區園林綠化
局局長道出4號線沿線各站口布設 「微型公
園」的構想，東城區園林綠化局局長表示

「前三門大街綠化改造就要
完工」。

朝陽區園林綠化局局長
胡良森當日介紹了該區國慶
及十八大擺花方案。據了解
，國慶期間，朝陽區將在
10 個景觀節點布置大型立
體花壇，並在重點路段布設
花柱。據介紹，該項工程預
計投資 5000 萬元。據介紹
，擺花工程將於 9 月 5 日開
始，9月28日完成。

北京九月擺花迎國慶十八大

中共十八大名單日前全部公布，解放軍和武警部
隊總計300名代表也悉數對外發布。據本報統計，在
解放軍 251 名代表中，計有將軍 179 人，佔總數的
71%。在全國人大中，武警部隊沒有自己單獨的代表
團，而是散落在各省代表團中。而中共全國代表大會
中，武警部隊是單列的選舉單位，此次十八大總計有
49名代表。其中將軍38人，佔比為77.6%，高於解放
軍的將軍比例。

將軍代表共217人
合計解放軍及武警部隊的300名代表，總共有將

軍 217 人。其中，上將 34 人，中將 53 人，少將 130
人。若按軍兵種來分，則空軍將軍有18人，海軍16
人，武警 38 人，其餘皆為陸軍將軍（包括二炮的 8
人）。

中國現有現役上將 38 人，此次未能當選十八大
代表的四人分別是總政治部副主任兼軍委紀委書記童
世平海軍上將、南京軍區政委陳國令上將、空軍政委
鄧昌友空軍上將、蘭州軍區司令員王國生上將。四人
均為 1947 年生，達到了 65 歲的退役年齡。但同為
1947 年出生的濟南軍區司令員范長龍上將、南京軍
區司令員趙克石上將仍然當選。

按照以往的慣例，每次黨代會都會邀請一批在政
壇、軍界極具影響力的退休領導人作為特邀代表出席
大會，享有與正式代表同等的權利。在十七大時，劉
華清、張震、張萬年、遲浩田、肖克、楊白冰等一批
擔任過軍隊重要領導職務的退役上將都是特邀代表。
劉華清、肖克等已去世。此次十八大，料將仍有一批
退役上將獲特邀與會。

中國現時最年輕的上將、中將、少將均當選為代
表。他們分別是 59 歲的武警部隊司令員王建平上將
、54 歲的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軍區空軍司令員乙曉
光中將、42 歲的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與戰略研究部
副部長毛新宇少將。

這批將軍代表中有許多出身紅色家庭。如總後勤

部政委劉源上將是原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瀋陽軍區
司令員張又俠上將是開國上將張宗遜之子，二炮政委
張海陽是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之子，第 42 集團軍
軍長尤海濤少將是原廣州軍區司令員尤太忠上將之子
，毛新宇是原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之孫。

政工將軍多於軍事將軍
從代表結構上來看，基本上解放軍的正軍級單位

都有一位將軍當選十八大代表。以瀋陽軍區為例，共
有17名代表，其中13位將軍。除了軍區司令員張又
俠上將、政委褚益民中將、副司令員石香元中將之外
，瀋陽軍區下轄的司令部、政治部、聯勤部、裝備部
等機關四大部以及第16、第39、第40等三大集團軍
，遼寧、吉林、黑龍江等三大省軍區都有各一位將軍
入選。譬如，遼寧省軍區政委張林少將、吉林省軍區

政委常躍、黑龍江省軍區政委馬學義少將都當選，但
三省軍區的司令員則均為當選。

從整體來看，將軍代表之中，政工幹部人數要多
於軍事主官員。這是因為，政委等政工幹部主持黨委
工作，因而在黨代表選拔方面，較之司令員、軍長等
更具代表性。在全國人大代表的解放軍代表團中，軍
事主官則明顯多於政工主官。

將於秋季召開的中共十八大將是一次
將星璀璨的大會，總計逾200位現役將軍
將出席此次大會。而十八大的特邀代表中
，也將有相當一部分是在軍隊中具有廣泛
影響力的退役老將軍。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二十一日電】

中共十八大將軍代表
軍銜

上將

中將

少將

總計

（本報記者馬浩亮製表）

人數

34人

53人

130人

217人

軍兵種

陸軍將軍（含二炮）

海軍將軍

空軍將軍

武警將軍

總計

人數

145人

16人

18人

38人

217人

▲在300名解放軍及武警部隊十八大代表中，總
共有將軍217人。圖為今年三月出席全國 「兩會
」 的解放軍代表 資料圖片

21 日，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的
工作人員對國家大劇院附近的華燈進行檢

修和清洗。為迎接國慶節的到來，該中心對長安街華燈一年一度的檢修
清洗工程至此已經基本完成。 新華社

長安街上洗華燈

圍牆監控環繞、武警重點守護、
進出員工統一着裝，這是中國印鈔造幣

企業的共同特點，這裡充滿神秘，外人
對這裡充滿了好奇。

「我們的特殊性首先表現在產品上。
同時從設計、生產到各專業配套，都有不少

特殊的方式。」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總經理
賀林介紹說。

這裡的特殊產品就是人民幣，在印刷環節叫
「大張」，被裁切成一張張鈔票後叫 「小張」。

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是中國人民銀行直屬的、
中國唯一一家法定從事人民幣印製業務的國有獨資
企業，承擔着中國流通貨幣的印製任務。

印鈔員工心如止水
「印鈔造幣行業是目前我國計劃性最強的行業

之一，要完全按照央行指令計劃進行生產，以滿足
發行需要為宗旨。」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企業文化
部主任王輝表示。

目前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下屬有 22 家各類企

業，業務範圍以印鈔造幣為主，還包括安全線、鈔
票紙、設備製造以及特殊證件、貴金屬產品等相關
配套業務，從事印鈔造幣主業的有2萬人左右。

「錢積如山，德立千仞；錢流如川，心如止水
。」這是對印鈔公司員工工作環境和心理狀態的真
實寫照。紀律嚴明、對自己工作充滿自豪感和滿足
感，是記者在接觸他們時的深刻感受。

「幹什麼都特別準點，有超強的保密意識，很
多事情連家人都不能說。」成都印鈔公司凹印班長
黨偉說。

2008年 「5．12」汶川特大地震發生時，距離
震中 55 公里的成都印鈔公司震感強烈，車間裡產
品散落一地，但手上正好有產品的員工都是將產品
放入抽屜鎖好，再撤離車間；在檢封車間，幾百名
員工第一個動作是用顫抖的雙手給產品加封加罩、
鎖上車間大門後才撤離。大地震過後，產品沒有一
張遺失。

「我就是那種整天數錢數到手抽筋的人，有時
候覺得挺乏味的。」成都印鈔公司一線機長鄭雅文
在檢測工序工作。但讓她自豪的是，沒有一張廢品

能夠逃過她的眼睛。她成了親戚朋友的鈔票真假辨
別宣傳員。

「為國造幣」、精心印製每一張「共和國名片」
已成為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企業文化的核心部分。

防偽技術中上水準
「貨幣的生產史，就是防偽史。技術上，我們

需要永遠走在造假者前面。」成都印鈔公司董事長
蔡曉忠表示。

據了解，目前中國印鈔設備已經實現引進一半
自己研發一半。在造幣防偽技術上，中國處於世界
中上等水準。目前流通的第五套人民幣，採用的是
當下國際主流的光學防偽手段。而擁有自主知識產
權、獲得2010年國家技術發明一等獎的SD凹印對
印技術已經應用於貨幣印製。

「假鈔從技術上完全能夠被識別出來。」賀林
表示，雖然市面上時有假鈔出現，但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發現一張假鈔是使用凹印技術印出來，也沒
有哪張假鈔上的水印是用專門的機器真正抄造出來
的。 （新華社）

中國神秘印鈔廠 一探究竟

◀ 21 日，工人在對華燈
進行檢修和清洗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