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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
報道）昨天閉幕的中紀委十八屆三
中全會增選現年61歲的楊曉渡為中
紀委常務委員會委員、副書記。目
前，中紀委的領導機構除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
外，另有八名副書記，分別是趙洪
祝（同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黃
樹賢（同時任監察部部長、國家預
防腐敗局局長）、李玉賦、杜金才
（同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
中央軍委紀委書記、總政治部黨委
副書記）、吳玉良、張軍、陳文清
以及楊曉渡。

長駐西藏24年
楊曉渡1953年生，上海市人；
1977年赴西藏自治區那曲地區醫藥
公司工作，至此在西藏工作24年之
久。至2001年，調任上海市，先後
任副市長、紀委書記等；2013年任
中央第三巡視組組長；2014年1月
獲增選中紀委常委、副書記之職。

據中通社15日電 十八屆中紀委第三次全體會議於15日閉幕。中
共中央黨校教授張希賢認為，三次會議在「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問題
上暗存新的亮點，以此可判斷出中共2014年的反腐走向。
從今年開始，中共將開展市縣一級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張希
賢認為，從省部一級群眾路線活動的經驗來看，市縣一級的活動仍將
以廉政為抓手。
「這意味着，打蒼蠅拍蒼蠅將成為2014年中共反腐的新動向，可能
會有更多市縣一級的官員落馬。2014年中共將針對『小腐敗大權力』
的問題，通過打蒼蠅，改善權力運行機制，完善反腐制度化建設。」
此外，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林喆認為，從十八大以來中共一共查辦
了近20位省部級高官，力度空前。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和會議公報
都對這一反腐成果予以肯定，這將給予紀檢部門更大的查辦官員的
勇氣。

出席本次
全會的

中紀委委員128
人，列席299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七

常委出席會議，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發表講話。全會回顧總結2013
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研
究部署2014年任務，並審議通過了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所作的《聚焦中
心任務，創新體制機制，深入推進
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工
作報告。
全會發佈的公報提出2014年黨風

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五大內
容。

主要領導是第一責任人
第一，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

和制度保障。各級黨委（黨組）特
別是主要領導必須樹立不抓黨風廉
政建設就是嚴重失職的意識，主要
領導是第一責任人。要實行嚴格的
責任追究。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
機制改革和創新，制定黨的紀律檢
查工作雙重領導體制具體化、程序
化、制度化意見，強化上級紀委對
下級紀委的領導，改革和完善紀檢
監察派駐機構，改進中央和省區市
巡視制度。
第二，深入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

神，強化紀律建設，持之以恆糾正
「四風」。堅決落實黨政機關厲行
節約反對浪費條例，嚴禁用公款互
相宴請、贈送節禮、違規消費。嚴
肅查處黨員領導幹部到私人會所活
動、變相公款旅遊問題。重點糾正
領導幹部利用各種名義收受下屬以

及有利害關係單位和個人的禮金行
為。加大執紀檢查力度，及時查處
違紀違規行為，點名道姓通報曝
光。

肅貪堅持抓早抓小
第三，堅持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

敗，堅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嚴格
審查和處置黨員幹部違反黨紀政
紀、涉嫌違法的行為，嚴肅查辦貪
污賄賂、買官賣官、徇私枉法、腐
化墮落、失職瀆職案件。堅持抓早
抓小，對黨員幹部身上的問題早發
現、早提醒、早糾正、早查處。加
大國際追逃追贓力度，決不讓腐敗
分子逍遙法外。

加強監督主要幹部
第四，強化對領導幹部的監督、

管理和教育。落實懲治和預防腐敗
體系工作規劃，加強對領導幹部特
別是主要領導幹部的監督，反對特
權思想和作風。對領導幹部報告個
人有關事項情況開展有針對性的抽
查核實。
第五，轉職能、轉方式、轉作

風，用鐵的紀律打造紀檢監察隊
伍。對紀檢監察幹部嚴格要求、嚴
格監督、嚴格管理，堅決查處違紀
違法行為。創新組織制度，強化自
我監督，自覺接受黨組織、人民群
眾和新聞輿論的監督。紀檢監察機
關要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發揮重要作
用，探索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廣
大紀檢監察幹部要求真務實、真抓
實幹，剛正不阿、鐵面執紀，肩負
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歷
史使命。

中央高壓中央高壓
創新體制機制創新體制機制

肅肅貪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紀委十八屆三次全會於13日至15日在北京舉

行。昨天公佈的全會公報明確了2014年反腐路徑，強調推進改革創新，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

新和制度保障，改進中央和省區市巡視制度，加強對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的監督，領導

幹部收受禮金須點名通報，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公報還稱，今年將加大國際追逃追贓力度，

並對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情況開展有針對性的抽查核實。

■■主要領導是第一責任人主要領導是第一責任人
■■推進紀檢體制機制改革推進紀檢體制機制改革
■■加強監督主要領導幹部加強監督主要領導幹部
■■針對性地抽查領導幹部針對性地抽查領導幹部
■■領導收禮金要點名通報領導收禮金要點名通報
■■加大力度追緝出逃貪官加大力度追緝出逃貪官
■■改進中央省區市巡視制改進中央省區市巡視制

今年反腐路徑要點今年反腐路徑要點

改進巡視制度改進巡視制度 加強跨國擒貪加強跨國擒貪 通報違紀收禮通報違紀收禮

據中通社
15日電 中共中央
總書記習近平14日在十八
屆中紀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提出
要防範改革進程中的腐敗，這是習李團
隊上任以來，中共高層首次提出改革的「腐敗風
險」。分析人士認為，從2014年開始，中共將
進入改革攻堅期。一旦改革的進程中出現腐敗現
象，將使「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
為出發點」的「習李改革」大失成效，因此主管
紀檢工作的黨委領導可能會加入各級深改小組。

保證改革設計者廉潔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改革中可能出

現的腐敗，包括某些部門、個體的權力在改革中
得到強化，從而更易造成以權謀私的現象出現，
或是政府利用規則的制定權獲取不正當利益。
汪玉凱同時認為，防範改革腐敗首先是要保證

改革的設計者廉潔自律，同時要確保改革的科學
性與公平性，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保證政府
不在市場經濟的體系中「越位」。
作為改革的方案設計和協調機構，在由習近平
擔任組長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成立之
後，據公開報道顯示，北京、天津、黑龍江、浙

江等省市均已相繼提出了成立深改小組的計劃。深改小組將延伸至各
省市縣一級，由黨委一把手擔任組長。
汪玉凱認為，主管紀檢工作的黨委領導可能會加入各級深改小組。
「一方面紀檢監察體制改革本身就是三中全會改革方案中的一個方
面，另外這也是防範改革腐敗的一個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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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通社15日電 北京政情觀察人士表示，中國正在採取強力措
施努力構建高效的反腐敗機構，而這正是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
體系的關鍵一環。還有專家指出，以後將更重視紀委獨立性。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14日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講話強
調，要改革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完善反腐敗體制機制，增強權力制
約和監督效果，保證各級紀委監督權的相對獨立性和權威性。
反腐敗問題專家、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王偉表示，這迫切需要構建

高效的反腐敗機構。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紀檢監察部門明確職能
定位、精簡機構、突出主業，將工作重心聚焦反對腐敗，解決職能
「越位」、「錯位」等問題。
反腐敗問題專家、中央編譯局政黨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季正矩表
示，這說明紀檢監察體制垂直性管理將日益加強，中共將更加重視
紀委在反腐敗和權力監督中的相對獨立性、自主性和抗干擾性。

楊曉渡增選中紀委副書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清華
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
主任程文浩對本報指出，中紀委十八屆三中全
會公報強調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機制改革和
創新，主要涉及了改進紀檢工作雙重領導體
制、改革紀檢監察派駐機構，改進中央和省區
市巡視制度三個方面。
他分析，中國的廉政體制改革和創新包括其

他一些具體任務：如何整合現有的各類信訪機
構，進一步暢通群眾的舉報渠道；如何進一步
整合紀檢、監察、檢察院、預防腐敗局等專業
廉政機構，優化其分工與協作，形成工作合力
等等。可以預見，今後的幾年將是中國廉政體
制、制度和機制創新最為活躍的時期。

深入推進黨風建設
程文浩分析稱，公報的重要提法，還包括

「堅持抓早抓小」。這體現了典型的預防腐敗
思想。今後中國能否建立起科學有效的腐敗預
防體系，防患於未然，是決定中國廉政建設未
來的關鍵。
在加強反腐敗的制度保障方面，公報強調要

強化各級黨委（黨組）對黨風廉政建設的主體
責任，把黨風廉政建設作為各級黨委的一項重
要工作，主要領導是第一責任人，領導班子成
員對職責範圍內的黨風廉政建設負領導責任等
等。這些規定進一步提高了黨風廉政建設在黨
的整體工作中的地位和意義，有利於整合全黨
的工作資源，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

打造全球反腐網絡
另外，公報還提到「加大國際追逃追贓力度」。程文

浩指出，這是繼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中紀委十八屆二次
全會上提出了「完善國（境）外辦案合作機制，加大防
逃追逃追贓力度，決不讓腐敗分子逍遙法外」後，再次
強調這一點，顯示了今後國家力圖打造
全球反腐敗之網，解決貪官外逃和資本
外逃問題，表明中國將在全球廉政規制

建設中發揮越來越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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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 10 月
生，上海市人，
1973年9月加入中
國共產黨，1970年
5月參加工作，中
央黨校研究生。
1977 年 － 2001

年 赴西藏自治區
那曲地區醫藥公司

工作，從醫藥公司醫藥股長幹起，歷任
自治區那曲地區醫院黨委書記、那曲地
區行署副專員、昌都行署副專員、自治
區財政廳廳長、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等職
務。
2001年 調任上海市副市長，此後歷

任上海市統戰部部長、上海市紀委書記。
2013年 任中央第三巡視組組長，進

駐國土部等部門開展巡視工作。
2014年1月 61歲的楊曉渡獲增選

中紀委常委、副書記之職。

楊曉渡簡歷

今年重「抓蠅」
添「打虎」勇氣

擬建高效反腐機構 增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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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發表
公報，提出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
創新和制度保障。 新華社

■■ 福 建福 建
省某區紀委聯省某區紀委聯

合財政合財政、、審計審計、、工商工商
等部門組成督查組等部門組成督查組，，

深入區直部門深入區直部門、、大型商大型商
場場、、超市超市，，嚴查利用公款購買嚴查利用公款購買
年貨年貨。。 新華社新華社

新修幹部任用條例
要求嚴查跑官要官

據中新社15日電 中共中央近日印發了
《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簡
稱《幹部任用條例》），並發出通知。通
知要求，加強監督檢查，堅決整治和嚴厲
查處跑官要官、拉票賄選等選人用人上的
不正之風。官媒15日消息稱，修訂後的

《幹部任用條例》體現了中央對幹部工作
的新精神新要求，根據新形勢新任務對幹
部選拔任用制度進行了改進完善，是做好
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的基本遵循，
也是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選人用人不正之
風的有力武器。

黨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