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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報道，會議指出，實踐證明，
反腐敗是興黨興國之舉，得到了廣

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支持和擁護。
中央紀委和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貫徹落實
中央要求，態度堅決、行動有力，聚焦
中心任務，強化監督執紀問責，深化黨
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推動落實黨風廉
政建設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加強黨的
紀律建設，嚴肅查處違反政治紀律和組
織紀律的行為；堅持不懈抓作風，堅持
從具體問題抓起，抓得實、抓得準；加
大查處嚴重違紀違法案件力度，堅決遏

制腐敗現象蔓延勢頭。紀律檢查機關創
造性開展工作，加強自我監督，強化隊
伍建設，很好完成了中央交給的各項任
務。

落實八項規定持之以恒
會議強調，當前「四風」問題和腐敗

現象蔓延勢頭得到一定遏制，但全黨要
冷靜清醒認識反腐敗鬥爭依然嚴峻複雜
的形勢，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對形
勢的判斷和任務部署上來，保持高壓態
勢，持續遏制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蔓延

勢頭，堅定不移抓好明年的黨風廉政建
設和反腐敗鬥爭各項工作。
會議指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

鬥爭要堅守陣地、鞏固成果、深化拓
展。把黨的紀律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強化紀律剛性約束，嚴明政治
紀律和政治規矩，黨內決不容忍搞團
團夥夥、結黨營私、拉幫結派。要持
之以恒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保持
常抓的韌勁和長抓的耐心，常抓抓出
習慣來，耐心抓抓出長效來。對頂風
違紀搞「四風」的，既要查處本人，

又要追究領導責任，決不讓「四風」
反彈、死灰復燃。要保持高壓態勢不
放鬆，堅決把腐敗現象蔓延勢頭遏制
住。

用好巡視這把利劍
要深化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落

實黨委的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用
好巡視這把利劍。各級紀檢監察機關
要聚焦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這
個中心任務，敢於負責、敢於監督，
努力建設一支忠誠、擔當、乾淨的紀
檢監察幹部隊伍。
會議同意明年1月12日至14日召開十

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
議。會議並審議通過《關於加強社會主
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關於加強
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

黨內絕不容拉幫結派
明年高壓反腐不放鬆 決不讓「四風」死灰復燃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會議，聽取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2014年工作匯報，研

究部署2015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會議指出，黨內決

不容忍搞團團夥夥、結黨營私、拉幫結派。決不讓「四風」反彈死灰復燃，要持之以恒落實中央八

項規定精神。要保持高壓態勢不放鬆，堅決把腐敗現象蔓延勢頭遏制住。

香港文匯報訊 第二十三次全國高等學校黨的
建設工作會議28日至29日在京召開。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作出重
要指示強調，高校肩負着學習研究宣傳馬克思主
義、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
的重大任務。加強黨對高校的領導，加強和改進
高校黨的建設，是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學的
根本保證。

堅持立德樹人思想引領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指出，辦好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大學，要堅持立德樹人，把培育和踐行社
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教書育人全過程；強化思
想引領，牢牢把握高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堅
持和完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不斷改革和
完善高校體制機制；全面推進黨的建設各項工
作，有效發揮基層黨組織戰鬥堡壘作用和共產黨
員先鋒模範作用。

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
習近平強調，各級黨委和宣傳思想部門、組織

部門、教育部門要加強對高校黨的建設工作的領
導和指導，堅持黨的教育方針，堅持社會主義辦
學方向，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切實把黨要
管黨、從嚴治黨落到實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趙樂際

主持會議並宣讀了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在會上作
主報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
劉奇葆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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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強調加強和改進高校黨的建設。圖為今
年5月習近平考察北京大學。 資料圖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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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論壇首屆部長會
下月在京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宣佈，經中
拉雙方商定，中國－拉共體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將於
明年1月8日至9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同拉共體成員國
外長或代表將出席會議，拉美有關地區組織和機構負
責人將列席會議。
據新華社報道，這次會議是落實2014年7月習近平主

席同拉美和加勒比國家領導人在巴西利亞會晤所達成共
識的重大舉措。經中拉雙方商定，這次會議的主題是「新
平台、新起點、新機遇－共同努力推進中拉全面合作夥
伴關係」。中國與拉共體成員國外長或代表將本着平等
互利、合作共贏、開放包容的精神，就開展整體合作的
指導原則、重點合作領域和論壇機制建設等問題進行討
論，並通過有關成果文件。
華春瑩表示，中方作為會議東道主，將同拉共體成員

國一道，積極做好籌備工作，共同辦好中拉論壇首屆部
長級會議，推動中拉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深入發展。

念斌千五萬國家賠償申請受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傅龍金
福州報道）曾在
內地引發廣泛關
注的福建「念斌
投毒案」 ，疑
兇念斌於今年8
月昭雪並當庭釋
放後，其姐姐昨
日在個人微博宣
布接到福州中院
通知，弟弟的案件國家賠償已正式受理。
念斌因涉嫌故意殺人罪，於2006年8月9日被福建省
平潭縣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18日被平潭縣檢察院批准
逮捕。期間，念斌曾四度被判死刑。2014年8月22日，
經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判其無罪，當庭釋放，至今已
有4個月時間。此前，念斌及其律師向福州市中級人民
法院提交了「國家賠償申請書」，賠償義務機關為福州
市中級人民法院。賠償的內容包含：侵犯人身自由賠償
金、醫療費、精神損失費及其他物質損失等共計人民幣
15,321,605.15 元；同時還要求在《人民日報》、新華網
等媒體公開向其賠禮道歉、消除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瑞雪 哈爾濱報
道）令計劃案影響持續。昨日有消息稱令計
劃妻弟（俗稱小舅）、黑龍江省公安廳黨委
委員、副廳長谷源旭近日被帶走調查。記者
在黑龍江省政府網站看到，該省公安廳領導
介紹一欄已無谷源旭信息。
谷源旭為令計劃妻谷麗萍親弟，此次被
調查也被認為是令計劃落馬後的後續影
響。谷源旭可查的最後一次活動為黑龍江
省政府網站12月5日發佈的消息，谷赴瀋
陽參加東北地區警務合作會議，但目前該
消息已被該網站刪除，只能從轉發連接網
站查看。在黑龍江省官方網站「東北網」
網站上，記者檢索谷源旭可查的最近消息

已是2014年9月18日谷出席黑龍江省鶴崗
市先進事跡報告會。記者就谷被調查一事
向黑龍江省公安廳宣傳處、政府新聞宣傳
部門求證，但目前均無官方答覆。

掛職期滿後仍續任副廳長
谷源旭，1963年生，北京師範學院畢業

（今首都師範大學），先後任職北京市海淀
區政府、中央電視台評論部，2003年掛職寧
夏電視台任副台長，2006年前後調任公安部
反恐局，2010年9月起掛任黑龍江省公安廳
副廳長，掛職期2年。在2012年9月掛職期
滿後，谷源旭仍繼續任職黑龍江省公安廳副
廳長，兼任該省反恐辦主任。

■谷源旭
本報黑龍江傳真 ■令計劃谷麗萍夫婦。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
京報道）最高人民檢察院昨日發
佈《關於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
的規定》，這項十八屆四中全會
之後發佈的最新規定直指內地律
師從業中「會見難、閱卷難、調
查取證難」三難問題。規定還明
確指出，律師在會見犯罪嫌疑人
時，檢察機關不得派員在場，不
得通過任何方式監聽律師會見的
談話內容。

保障會見閱卷調查取證權
最高檢昨日發佈的新規定主要是
對依法保障律師六項權利做出明確
規定：要依法保障律師在刑事訴訟
中的會見權；依法保障律師的閱卷
權；依法保障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
申請收集、調取證據權；依法保障
律師在訴訟中提出意見的權利；依
法保障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知情權；
依法保障律師在民事、行政訴訟中
的代理權。
新規中有多條規定較之從前有
所突破，比如，《規定》明確，
檢察機關辦理直接受理立案偵查
案件，除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
外，其他案件依法不需要經許可

會見。在偵查階段，律師提出會
見特別重大賄賂案件犯罪嫌疑
人，檢察機關要嚴格審查，決定
是否許可，並在三日以內答覆。
《規定》還明確，有礙偵查情

形消失後，通知律師可以不經許
可進行會見；偵查終結前，許可
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會見時，
檢察機關不得派員在場，不得通
過任何方式監聽律師會見的談話
內容。
此外，律師認為公安機關、檢

察院、法院及其工作人員阻礙其
依法行使訴訟權利，向同級或者
上一級檢察機關申訴或者控告
的，檢察機關要在受理後十日以
內進行審查並答覆。

增司法透明 保程序正義
最高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萬

春對媒體解釋，最新規定充分尊
重和保障律師的執業權利，既有
利於司法機關全面準確查明犯罪
事實，懲罰犯罪分子，也有利於
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防
止冤假錯案，同時，也有利於增
大司法活動的透明度，保證程序
正義的實現。

香港文匯報訊 「反壟斷」三字毫無疑
問是2014年中國經濟的熱點詞之一：全
年反壟斷所開罰單粗略計算已接近18億
元（人民幣，下同），創下歷史紀錄；
平治、奧迪、高通、微軟等外資巨頭在
中國政府強力的反壟斷執法下紛紛折
戟；茅台、五糧液、聯通等國內企業也
未能倖免。和往年不同，今年反壟斷執
法打出了「組合拳」，產業鏈上所有環
節都被調查，企業各種壟斷行為——無
論是橫向壟斷、縱向壟斷，還是濫用市
場支配地位都遭到查處。

明年將發力破行政壟斷
新華社旗下的《經濟參考報》29日指

出，2015年將是中國《反壟斷法》誕生
的第七個年頭。業內人士認為，2015年
執法部門的工作重心將向加強競爭合規
監督和破除行政性壟斷轉移。打破原有
體制下政府和企業之間管理格局，建立
以市場為導向的新型政府和市場關係，
創造公平競爭環境將是最終目的。
2014年，中國反壟斷調查在多個與國

計民生息息相關的重點行業均有所行
動。自年初開始，國家發改委針對高通

展開反壟斷
調查，打響
2014 年 反
壟斷的第一
槍。國家發
改委反壟斷
局還對汽車
行業出手更
是掀起了一
場轟轟烈烈
的全產業鏈
反壟斷行
動。執法機
構確認包括
奧迪、平治
在內的多家知名車企存在橫向限制、縱
向限制以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涉嫌壟
斷行為。8月，發改委針對汽車市場壟斷
亂象，接連開出罰單：湖北武漢4家寶馬
經銷商被罰162萬元；日本精工等12家
零部件或軸承企業被罰款合計約12.4億
元；一汽－大眾被罰2.4858億元，湖北
鼎傑等8家奧迪經銷商被罰款共計2,996
萬元；浙江保險業因制定統一的商業車
險代理手續費也被罰1.1億元。

內地反壟斷罰單全年近18億元

■念斌(中)上周在姐姐和律師陪同
下對平潭縣公安局兩名警察向福建
省檢察院提出控告。 網上圖片

■一汽－大眾銷售公司實
施價格壟斷被處罰款2.4億
元。 資料圖片

令計劃妻弟谷源旭傳被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堅決把
腐敗現象蔓延勢頭遏制住。 資料圖片

最
高
檢
新
規
：
不
得
監
聽
律
師
見
疑
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