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萬官員受查處 薄熙來列首

《求是》：改革開放成績不容否定

十七大以來鐵腕反腐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星期二A11要聞責任編輯：潘 旭

隨着中共十八大臨近，新華社近期連續刊發多篇文章，對十七
大以來的反腐倡廉工作進行了盤點。文章指出，各級紀檢監察機關
堅決查辦腐敗案件不手軟，始終保持查辦案件工作的強勁勢頭，重
點查辦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執行中的違紀違法案件、領導機關和領導
幹部中的腐敗案件、商業賄賂案件和嚴重侵害群眾利益案件、重點
領域的違紀違法案件、群體性事件和重大責任事故背後的腐敗案件。

據統計，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接
受信訪舉報660.6萬餘件（次），立案64.3萬餘件，結案63.9萬餘
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66.8 萬餘人。通過查辦案件，嚴肅了黨紀
，震懾了腐敗分子，增強了民眾對反腐敗鬥爭的信心。

十七大以來，中紀委、監察部對重大決策、重要工作、重大活
動、重大事件及時跟進，嚴肅查處違反政治紀律的行為。加強對中
央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中央關於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施
「十二五」規劃、推動文化改革發展以及關於西藏、新疆工作等重

大決策部署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開展對汶川特大地震、玉樹強烈
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抗災救災和災後重建工作的監督，及
時查處一批違紀違法案件。

加強對換屆風氣的監督檢查，嚴肅查辦並通報了一批違反組織
人事紀律的案件，保證了地方換屆工作健康順利進行。

重點查處大案要案
在查辦案件工作中，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堅決查處發生在領導機

關和領導幹部中的案件，重點查辦領導幹部濫用職權、貪污賄賂、
腐化墮落、失職瀆職的案件，嚴肅查辦利用人事權、司法權、審批
權、行政執法權牟取私利的案件，嚴肅查辦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
案件，嚴肅查辦以各種手段侵吞國有資產的案件。

五年來，中央紀委監察部嚴肅查處了薄熙來、劉志軍、許宗衡
等一批大案要案。被查處的省部級高官還有康日新、黃瑤、王益、
張家盟、劉卓志、黃勝、田學仁等。各地區各部門也查處了一批有
影響的大案要案，如廣東省紀委嚴肅查辦了茂名市委書記羅蔭國嚴
重違紀違法案件，雲南省紀委查辦了楚雄州州長楊紅衛案件。

重點查辦發生在工程建設、房地產開發、土地管理、礦產資源
開發、金融、司法等領域以及工程建設項目招標投標、項目實施管理
、項目質量安全等環節的案件。嚴肅查處重大責任事故和群體性事
件涉及的失職瀆職問題和背後的腐敗案件，如嚴肅查處「7．23」甬溫
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上海市「11．15」特別重大火災事故。

建境外緝捕防外逃機制
近年來，中央十分重視對違紀違法國家工作人員的防逃追逃工

作，建立了境外緝捕和防止違紀違法國家工作人員外逃兩項工作聯
絡協調機制。

通過引渡、遣返、勸返等方式，成功將中國銀行哈爾濱河松街
支行原行長高山、雲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胡星、中國銀行廣東開平
支行特大貪污挪用公款案主犯余振東等一批外逃犯罪嫌疑人緝捕歸
案。廈門特大走私案主犯賴昌星在潛逃加拿大12年後被成功遣返
回國。充分彰顯了中國打擊犯罪、懲治腐敗的堅強決心，有力維護
了法律尊嚴，震懾了外逃和企圖外逃的犯罪分子。

此外，深入治理商業賄賂行為。十七大以來，全國有260多萬
個企業事業單位、49 個行業主管（監管）部門及其系統，深入查
找不正當交易行為，收繳不當所得15.8億元。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十五日
消息：10月16日出版的今年第20期中
共中央理論刊物《求是》雜誌發表署
名秋石的文章：《奮力把改革開放推
向前進》。

文章指出，胡錦濤總書記 7 月 23
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
上的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改革開放
對於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意
義，強調我國過去30 多年的快速發展
靠的是改革開放，我國未來發展也必
須堅定不移依靠改革開放，只有改革
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
發展馬克思主義。

文章指出，改革開放開闢了馬克
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推動了黨和人
民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
進，成為中國發展進步的動力之源；
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推動了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成
為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徑
；改革開放不斷深化體制機制變革，
推動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
展，成為增強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
根本保證；改革開放使當代中國與世

界的關係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推動了
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適應世
界發展趨勢，成為黨和人民抓住機遇
迎接挑戰的基本國策。改革開放每深
化一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前進一
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加快一步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改革開放
中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在改革開放中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制度在改革開放中完善。改革開放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內涵
，是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強大動
力，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改革
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
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
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文章強調，當前我國正處於全面
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
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
時期，改革開放中遇到的矛盾只能用
深化改革的辦法去化解，發展中出現
的問題只能靠科學發展去解決。我們
必須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
路線方針政策，堅持不懈地把改革創

新精神貫穿到治國理政的各個環節，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更加自覺地解放思
想，更加堅定地推進改革開放，更加
充分地凝聚力量，更加有力地攻堅克
難，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

不斷提高改革開放的科學化水準，着
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
放、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奮
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為廣闊的
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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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中共十七大以來，中國度
過了極不平凡的五年。對於中國的紀檢
監察工作而言，同樣如此，無論是工作
內容，還是工作方式，五年間都遇到了
許多新挑戰。

五年間，中國可謂有喜有憂。既成
功舉辦了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廣
州亞運會等重大國際性活動，也頂住了
一系列災害、突發事件的嚴峻考驗。這
其中包括國際經濟危機，南方冰凍雨雪
、汶川地震、玉樹地震、舟曲泥石流等
特大自然災害，西藏 「三一四」和新疆
「七五」騷亂事件。在這些活動的舉辦

和事件的處理中，都有紀檢監察系統的
參與。

在改革開放30年之後，中國發展亟
待換代升級調整結構，為此中央將轉變
經濟發展方式作為了 「十二五」規劃的
政策主軸。必須看到的是，一些地方政
府出於區域利益的考慮，在貫徹中央政
令方面陽奉陰違，加大了宏調難度。

為此，中紀委多次組成了專項督查
組，加強監督檢查，嚴肅查處在項目審
批實施和資金分配使用中索賄受賄、貪
污私分、截留剋扣、挪用擠佔等行為，
促進了宏觀調控措施的落實。

而為加快少數民族地區跨越式發展
，十七大以來，中央加強了對西藏、新
疆等地的政策、資金扶持和對口支援力
度。汶川地震等重大災害災後重建，以
及奧運、世博等重大活動，都牽涉到大
量資金運用。紀檢監察機關的介入，實
現了廉潔辦奧運、廉潔辦世博的目標，
在汶川災後重建中則及時對個別腐敗案
件進行了查處。

隨着經濟改革和社會結構的變遷，
中國也進入了社會矛盾的凸顯多發期，
群體性事件頻發，這同樣對反腐敗工作
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央明確要求，嚴查
徵地、拆遷、社保、醫療、教育等與民
生息息相關的領域中的腐敗，維護民眾
的切身利益。

在工作方式上，主動順應互聯網社
會的新要求，注重從互聯網上聽取民意，發現線索，
吸納民眾參與反腐。南京市江寧區房管局原局長周久
耕、陝西省安監局長楊達才、廣西來賓煙草局局長韓
峰等違紀違法案件，都可以說是由網民與紀委聯手查
處的。這些工作，提高了反腐的實效，也及時回應了
社會關切，維護了執政黨和政府形象，並形成了與民
眾的雙向互動。

另外，自十七大以來，紀檢監察系統不斷完善、
增設了預防腐敗、案件監督管理、績效監察等方面的
工作。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注重加強對腐敗案件
的分析，查找腐敗原因，推動堵塞漏洞，完善監督機
制，懲防並舉、標本兼治。

可以說，紀檢監察工作五年來面對新挑戰，在工
作內容和方式上做到了與時並進，不僅僅是抓貪
官、查案件，而是為整個治國理政保駕護航。
十八大臨近，將對未來反腐倡廉做出新部
署。總結五年經驗，正是為了繼往開
來。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十五日電】新華
社今日發布消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吳邦國 15 日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十一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十次委員長會議。
會議決定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
次會議10月23日至26日在北京舉行，會
議將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及審查
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

由於上月 29 日，新華社已發布消息
稱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已
收到重慶市人大常委會關於罷免薄熙來第
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的決議
的報告，並透露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
審查委員會將依法提出報告提請全國人大
常委會予以審議並公告，因此一般認為這
次審查委員會的報告極可能與薄熙來有
關。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第
四十九條，代表資格在七種情形下終止。
一是地方人大代表遷出或調離本行政區域
，二是代表辭職被接受，三是未經批准兩

次不出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四是代
表被罷免，五是代表喪失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籍，六是代表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
，七是代表喪失行為能力。

此前新華社已披露，中共中央政治局
會議審議並通過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關於薄熙來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
決定給予薄熙來開除黨籍處分，待黨的十
七屆七中全會予以追認。

根據委員長會議建議的議程，常委會
第二十九次會議還將繼續審議精神衛生法
草案、證券投資基金法修訂草案；審議全
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監獄法等七部法律
個別條款的決定草案，審議國務院關於提
請審議郵政法修正案草案的議案。

委員長會議建議的常委會第二十九次
會議議程還包括：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
議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塔吉克斯坦共
和國和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關於確定三國
國界交界點的協定》的議案、關於提請審
議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泰王國關於移
管被判刑人的條約》的議案等。

十七大以來查處的部分高官
姓名

薄熙來

劉志軍

許宗衡

康日新

黃瑤

王益

張家盟

劉卓志

黃勝

田學仁

（本報記者馬浩亮製表）

職務

中央政治局委員、
重慶市委書記

中央委員、鐵道部
部長

深圳市市長
中央委員、中國核
工業集團公司總經
理
貴州省政協主席
國家開發銀行副行
長
浙江省人大常委會
副主任
內蒙古自治區政府
副主席

山東省副省長

吉林省副省長、吉
林銀行董事長、黨
委書記

違法違紀行為
王立軍事件和薄谷開來故意殺人案件中濫
用職權；收受他人巨額賄賂；與多名女性
發生或保持不正當關係；違反組織人事紀
律，用人失察失誤
濫用職權幫助北京博宥投資管理集團董事
長丁羽心獲取巨額非法利益，造成重大經
濟損失和惡劣社會影響；收受他人巨額賄
賂；對鐵路系統出現的嚴重腐敗問題負有
主要領導責任
受賄3318萬餘元

受賄600餘萬元

受賄954萬餘元

受賄1196萬元

受賄735萬餘元

受賄817萬餘元

收受巨額錢物，給國家造成嚴重經濟損失
，道德敗壞

收受巨額錢物

處理結果
開除黨籍、公職，對其
涉嫌犯罪問題及犯罪問
題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
法處理

開除黨籍，移送司法

犯受賄罪，判處死緩

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
刑

犯受賄罪，判處死緩

犯受賄罪，判處死緩

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
刑
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
刑

開除黨籍，移送司法

開除黨籍、公職，移送
司法

福建首艘千噸級海監船下水
【本報訊】據人民網報道，福建 1000 噸級維權執法

專用海監船下水儀式於14日在廣州黃埔舉行，此艘命名
為 「中國海監8002」的海監船，是全國在建的36艘維權
海監船中第一艘正式下水的。

據了解， 「中國海監8002」於今年2月份在廣州開工
建造，歷時8個月，總長79.9米，型寬10.6米，設計排水
量約1337噸，定員43人，續航力不小於5000海里，自持
力不小於30晝夜。該型海監船的設計建造綜合考慮了航
行安全、通道暢達、巡航執法、調查取樣、反控防暴、作
業便利、生活居住等要素，注重布置合理，突出海監執法
特點，外形莊嚴威武、剛毅穩重、整體協調、流暢，體現
了中國海監執法巡視公務船的形象特徵。

福建 1000 噸級維權執法專用海監船下水並投入使用
後，將對我國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大陸架和其他管轄
海域的巡航監視執法，以及維護我國海洋權益、保護海洋
環境，查處違法使用海域、損害海洋環境與資源、破壞海
洋公共設施、擾亂海上秩序等違法行為都將起到重要作用。

▲▲ 「「中國海監中國海監80028002」」 已正式投入使用已正式投入使用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薄熙來人代資格面臨審議▼吳邦國15日主持召開了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十
次委員長會議，決定10月23日至26日舉行十一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 新華社

新華社15日報道了一組來自中紀委的統計數據：
自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
立案64.3萬餘件，結案63.9萬餘件，給予黨紀政紀處
分66.8萬餘人。該報道除點名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
熙來外，並將他名列懲處名單之首。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十五日電】

▲最新出版的《求是》雜誌發表文章認為，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
產力，成為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徑 資料圖片

▲薄熙來名
列懲處名單
之首

▲2012年 5月，鐵道
部原部長、黨組書記
劉志軍嚴重違紀被開
除黨籍，移交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