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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治局： 控制總量 優化結構 提高素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會議指出，當
前少數黨員理想信念動搖、宗旨意識淡
薄、組織紀律不強，甚至思想蛻變、腐
化墮落。會議要求，保持黨員隊伍適度
規模，控制總量，提高質量，同時還要
強化黨員管理，嚴格黨內組織生活，嚴
明黨的紀律，及時處置不合格黨員。

據研究部署加強新形勢下黨員發展和管理
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會議，

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
會議指出，隨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深入發展，隨 黨員隊伍越來越壯大，管黨
治黨任務更加艱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的
深刻變化，對黨員幹部隊伍建設提出了許多新
課題新挑戰，黨員發展和管理工作還存在一些
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的問題。

有黨員信念動搖 腐化蛻變
主要表現是：有的黨組織對發展黨員把關不
嚴，發展黨員質量需要提高；黨員隊伍結構不
盡合理，黨員管理方式和手段比較單一，流動
黨員管理機制還不健全；少數黨員理想信念動
搖、宗旨意識淡薄、組織紀律不強，甚至思想
蛻變、腐化墮落，等等。這些問題影響 黨員
隊伍的生機活力，影響 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
象和威信，削弱了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
力，必須切實加以解決。
會議強調，須牢牢把握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
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這條主線，堅持解放
思想、改革創新，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
按照控制總量、優化結構、提高質量、發揮作
用的總要求，明確目標、突出重點，健全機
制、務求實效，不斷提高黨員發展和管理工作
科學化水平， 力把各方面先進分子和優秀人
才更多吸收進來，努力建設一支規模適度、結
構合理、素質優良、紀律嚴明、作用突出的黨
員隊伍，夯實黨執政的組織基礎。

黨員隊伍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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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習近平：1天交糧120斤收12元
◆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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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延安市延川縣一名廢品收購者日前淘 月30日，習近平「交售」1包淨重59斤的高良(粱)，糧站收
出大量北京知青下鄉插隊時的票據、糧油供應證等物 購金額為5.19元；1972年12月30日，習近平「交售」1包淨
品，其中5張糧站收購單上記錄 當年北京知青習近平 重53斤的小麥，糧站收購金額為7.15元；1973年1月2日，習
的交糧記錄，有2張還表明習近平1天交糧112斤（56公 近平「交售」1包淨重5斤的小麻，評定等級為二級，糧站
斤，約123磅）
，換來12.34元人民幣。 引起當地文史部 收購金額為1元。
40
除了這3張票據外，龐志勝發現了另外2張習近平的交糧票
年 門的關注。
據，時間為1975年10月7日，只是這2張票據沒有加蓋公章。
據華商報報道，49歲的龐志勝是延川縣馬家河鄉龐家
◆
土原村人，目前在縣城以收售廢品維生。龐志勝日前說，
縣誌辦要考證
他前些天在廢品收購站搜集到不少北京知青在延川的票
延川縣誌辦主任張小平在龍家拿起這幾張有關習近平
據，裡面還有3張糧站收購單，上面記錄 習近平的交糧數
「交售」糧食的票據仔細辨認：「很難得，這些老檔案材料
據。
目前已經很難尋到了，有關北京知青的檔案資料也很少，
收買佬「淘寶」
應該進一步考證。」
據了解，延川縣文安驛鎮的糧站早已被撤銷，糧站的相
這3張糧站的收購單都是第一聯的存根，上面蓋有「延川
縣文安驛糧油購銷站革命領導小組」的公章，「交售單位 關當事人已不容易找到。習近平入黨介紹人、梁家河原大
或個人」一欄中填的都是「習近平」、住址為「文(文安驛) 隊黨支部書記梁玉明仔細辨認記者相機裡拍到的習近平交
公社梁家河大隊」。3張糧站收購單上分別寫 ：1972年12 售糧食的票據，確認當年確實有向糧站交糧的事情。

深徹查公務員建豪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深圳龍崗基層公務員「千萬巨資建祠」
（右
圖）曝光後引發廣泛關注，龍崗區官方微博
前晚回應稱，已將此事移交給紀委調查。
據內地媒體報道，林鍵權為龍崗區南灣
街道綜合治理辦公室信訪維穩中心的基層
公務員，家鄉在陸豐市潭西鎮。林鍵權花
費上百萬元（人民幣，下同）修建的豪華
祖墳，佔地近20畝，涉嫌霸佔村民的土地
山林，修建的私家祠堂更耗費近千萬元。
報道指，林家人經常與當地村民爭搶地
盤，也曾與多個村民打架鬥毆，村民多有
不滿，更有人在林修建的豪華祖墳上懸掛
了兩個巨幅大紅喜字，在深汕高速陸豐路
段十分醒目。

龍崗區政府官方微博「龍崗發布」前晚
對此事進行回應稱，經初步調查，林鍵權
為南灣街道維穩及綜治辦僱員，對於報道
中所稱的「花上百萬修墳墓，近千萬建個
人祠堂」一事，街道已移交紀委部門進行
調查。

莫被社會繁榮遮蔽

他指出，擁有逾8,200萬黨員的執政黨的自身建
設與國內外多種社會矛盾相互交織，治理難度相
當大，已經處於兩個關鍵的轉折點，即肌體由健康
到病變、組織由團結到渙散甚至分裂的轉折。目前
這一切都被社會繁榮的表象所遮蔽，若中共不立即
警覺起來，這個問題再拖下去，全黨就會喪失生機
活力，甚至可能患上「癌症」
，無藥可救。
張希賢認為，中央高層對此有 清醒頭腦和高
度重視，認識到執政黨的自身建設到了關鍵時
刻，所以必須把保持先進性、純潔性作為黨建一個重要目標
和抓手。十八大報告在黨建的主線中首次增加了「純潔性建
設」這個關鍵詞，明確提出「牢牢把握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
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這條主線」
，十八大後，中央高層亦
齊聲反腐，並多次強調加強自身建設，此次政治局會議更專
題研究部署加強新形勢下黨員發展和管理工作，要求控制黨
員規模、提高質量，並強調嚴明黨紀、及時處置不合格黨
員，表達出要高標準的「從嚴治黨」
的決心。

首重政治 加強組織領導
會議要求，要嚴格堅持標準，始終把政治標
準放在首位，加強入黨積極分子培養教育，擴
大發展黨員工作中的民主，嚴格工作程序和紀
律，提高發展黨員質量。要 力在工人中發展
黨員，繼續做好在農民中發展黨員工作，重視
從青年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優
化黨員隊伍結構。要加強發展黨員工作宏觀指
導，制定和落實發展黨員規劃，保持黨員隊伍
適度規模。要強化黨員管理，嚴格黨內組織生
活，嚴明黨的紀律，及時處置不合格黨員，改
進對流動黨員的管理，健全黨內激勵關懷幫扶
機制，構建黨員聯繫和服務群眾工作體系，增
強黨員隊伍生機活力。要加強組織領導，明確
工作責任，完善保障措施，確保各項任務落到
實處。
政治局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共中央
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張希賢指出，當前中國執政
黨的自身建設到了關鍵時刻，正處於肌體由健康
到病變、組織由團結到渙散的轉折點。他說，十
八大報告在黨建一章中，提出「牢牢把握加強黨
的執政能力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這條主
線」
，十八大後中央高層更多次強調加強黨員發展
和管理工作，顯示新形勢下中央對自身建設的緊
迫性和必要性有 清醒認識和高度重視，並把加
強自身建設、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作為經受考
驗、化解危險、重塑凝聚力和戰鬥力的重要抓
手，表達出要高標準的「從嚴治黨」的決心。
張希賢昨天對本報表示，在世情、國情、黨情
出現巨大變化的背景下，中共面臨來自執政、改
革開放、市場經濟、外部環境的多重考驗。一方
面，部分普通黨員的理想信念發生動搖，思想彷
徨、沉淪；另一方面，少數掌握公權力的黨員幹
部被拜金主義、西方享樂主義、封建主義思想所
扭曲，在執政中走向腐化墮落。

■龐志勝展示3張知青習近平的交糧記錄。

渝年均12高官失烏紗
香港文匯報訊 據重慶市人民檢察
院數據顯示，過去5年，重慶有60
名廳級官員、852名處級官員因職
務犯罪落馬。換言之，平均每年有
12名廳級、170名處級官員丟掉
「烏紗帽」
。
據中新社報道，重慶市人民檢察
院檢察長余敏在重慶四屆人大一次
會議上作《檢察院工作報告》稱，
2008年以來，重慶檢察機關持續開
展治理工程建設領域突出問題及查
辦涉農、資源和生態環境領域職務
犯罪專項工作，查處職務犯罪人數
比前5年上升三成多，共查辦職務犯
罪4,804人，其中廳級官員60人、處

級官員852人。

去年處級以上涉案157人
對於剛過去的2012年的工作，余
敏提到，重慶檢察機關重視群眾舉
報，既突出查辦大案要案，又深入
查辦發生在群眾身邊的案件，共查
辦職務犯罪878人，其中，處級以
上官員157人、涉案金額10萬元人
民幣以上的461人。
余敏說，重慶檢察機關也注意打
擊、教育、挽救相結合的要求，
2012年將68名情節輕微的公職人員
移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處理，為舉
報不實的63人澄清了事實。

空軍9官沾酒受處分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軍委要求軍隊在接待工作中不安
排宴請、不喝酒等禁令剛滿月，空軍已處分9名軍官、
40名士官。
據《人民日報》報道，空軍在所有單獨駐防的團以上
單位設立舉報電話，並在各地設立174個「查酒」責任
區，指定責任人，經常「突擊」檢查。先後有9名師以
下軍官、文職幹部因工作日午餐飲酒，受到降職、降
銜、降級處理，有40名士官、職工因酒後駕車受到嚴重
警告、辭退處理。
濟南軍區的團保障部部長李銳說，軍官、戰士的口袋
裡都有一枚名片大小的禁酒令卡片，正面是禁令內容，
背面是監督舉報電話，師內聯網還設立了舉報信箱。
在軍隊，「禁酒令」的成效開始顯現在經費管理、官
兵身體健康等各個方面。成都軍區某師去年初軍官體檢
時，營以上軍官有35%存在 不同程度的脂肪肝、高血
脂、高血壓等問題，今年體檢因飲酒造成的各種症候明
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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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十四屆人大
一次會議正在舉行，
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在
接受採訪時強調，領
導幹部必須報告個人
有關事項，上海已按
要求執行多年，而他
■韓正聽取委員發
本人也都有報告。
言。
沈夢珊 攝
近日召開的中紀委
全會強調，要認真執行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
事項的制度，並開展抽查核實，對此韓正就表
示，上海按照中紀委和中組部的要求，官員申報
已經執行很多年了，包括他自己。局級官員的財
產申報都要向市裡報，省部級領導向中央報，而
各個級別的官員都要上一級申報。
據報道稱，中紀委通報上海官員已拋售豪宅
4,700餘套，上海市糾風辦和中紀委都予以澄
清，指消息並不屬實。而這次上海政府工作報
告就特別指出，對於少數官員鋪張浪費，極少
數人以權謀私、貪污腐敗的問題，將不掩飾、
不迴避，切實加以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