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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檢今年組建新反貪總局
專家：中國反腐將更制度化

加強一線辦案力量
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全國檢察長會議上提出，今年將調整職務犯罪
偵查預防機構，整合組建新的「反貪污賄賂總局」，這是最高檢反
貪污賄賂總局自1995年設立以來的首次重大變革。此舉旨在強化直
接偵查、指揮協調、業務指導等工作，加強一線辦案力量，堅決遏
制腐敗現象蔓延勢頭。
最高檢副檢察長邱學強日前曾對媒體表示，經過近20年發展，一
些影響辦案成效的問題逐漸暴露，機構設置不合理、力量分散、案
多人少、統籌乏力、裝備落後等問題日益凸顯，已經不能完全適應
反腐敗鬥爭新形勢的需要，亟待改革。
邱學強認為，新反貪總局成立後，職能配置更加科學，辦案力量

進一步增加，領導班子進一步配強。據報道，新反貪總局將全方位
升級提格，新局長由一名副部級監察委員會專職委員兼任，高於原
來的局級。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洪道德對本報表示，最新的反貪總局並不是要
與中紀委分權，而是要整合更多力量，增加直接立案偵查腐敗案件
的力度。新反貪總局與之前相比，最直接和明顯的變化可能在於，
之前在辦案工作中特別是查辦領導幹部案件所遭遇到的阻力會有所
減小。反貪總局升級也標誌着中國反腐更加制度化和法治化。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何家弘認為，新反貪總局成立後，最高檢反貪

機構將進行「橫向整合」，反貪總局、瀆職侵權檢察廳和職務犯罪
預防廳合併為一個部門，統管所有職務犯罪。還有專家建議，新反
貪總局可以借鑒更多類似香港廉政公署等專業反貪機構的運作經
驗，強化對業務的集中統一領導和指導，破除制約辦案工作發展的
體制機制障礙。

最高法續糾冤假錯案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則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上表示，2015
年要繼續糾正冤假錯案，加強人權司法保障。要健全冤假錯案有效
防範、依法複查、及時糾正機制。完善刑事冤假錯案申訴立案機
制。對冤假錯案堅持發現一起、糾正一起、問責一起。要推進嚴格
司法，落實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等法律原則和制度。切實貫徹死刑
政策，嚴格把握死刑標準，確保死刑只適用於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
的犯罪分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
貴州省委原常委、遵義市委原書記廖少華涉
嫌受賄、濫用職權案，昨日上午在陝西省西
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檢方指控廖少
華利用職務便利非法收受他人給予財物共計
1,324萬元人民幣；濫用職權，造成國家財
政資金損失310萬元人民幣，將擇日宣判。
檢方起訴指控，廖少華在擔任貴州省六

盤水市市長、黔東南州委書記、遵義市委
書記期間，利用職務便利，接受他人請
托，在承攬工程、項目審批、技改資金立
項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自2004年至

2012年期間，分別收受陳春章等11人給予
的人民幣共計1,324萬元。 此外，廖少華
在擔任黔東南州委書記期間，還濫用職
權，給國家造成經濟損失310萬元。
公訴機關認為，應以受賄罪、濫用職權
罪追究刑事責任並應當數罪並罰。
庭審現場的廖少華頭髮花白，面容消

瘦，神情憔悴。在做最後陳述時，他表示
對公訴人公訴內容沒有異議，並當場落淚
悔罪。他稱，變成這樣是因為自己沒有約
束好自己，貪婪地大肆收受賄賂，最終走
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記者從全國檢

察長會議上獲悉，最高檢今年將整合力量組建最新的反

貪污賄賂總局，加強一線辦案力量。專家對本報表示，

「兩高」正在細化四中全會制定的依法治國改革措施，

新反貪總局成立意味着中國反腐將更加制度化、法治

化。還有專家建議，新反貪總局可以借鑒香港廉政公署

經驗開展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中國共產黨
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
全體會議在北京閉幕，習近平總書記
發表重要講話。這次會議既是對
2014年反腐工作的總結，也是對
2015年反腐工作的部署。公眾對
2014年反腐成果如何評價？對2015
年反腐工作有何期待？一項調查顯
示，七成受訪者滿意2014反腐成績
單，不滿意者僅佔4.2%。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上周對

2,167 人進行的一項在線調查顯
示，71.1%的受訪者對2014年的反
腐成績表示滿意，83.6%的受訪者
對2015年的反腐工作充滿期待，
受訪者對2015年反腐的最大期待
是，能着力解決老百姓身邊的腐
敗。
調查顯示，對於2014年的反腐工

作，71.1%的受訪者表示「滿意」，
22.8%的受訪者認為「一般」，「不
滿意」的受訪者只佔4.2%，另有
1.9%的受訪者表示「不好說」。
在2014年反腐工作中，受訪者印

象最為深刻的是「打掉一批『大老
虎』」（76.0%），其次是「打擊外
逃貪官」（52.5%），排在第三的是
「清理『裸官』」（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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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管局：未來跨境資本流動雙向波動

遵義市委原書記廖少華受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外匯管理
局最新數據顯示，2014年下半年，中國外匯零售市場累
計淨流出資金625億美元，第四季度資本項目可能出現
淨流出。對此國家外匯管理局官員表示，目前的資本流
出是預期內的，符合宏觀調控和改革的方向，企業和個
人並沒有出現恐慌性地囤積外匯，預計未來繼續呈現
「經常項目收支基本平衡、跨境資本流動雙向波動」的
國際收支格局。同時，外匯管理局否認了國際上有關
「資本從中國隱秘外逃」的猜測。

去年末資本現淨流出
從銀行結售匯數據看，去年下半年中國銀行結售匯數
據出現明顯的趨勢逆轉。一季度順差1,592億美元，二
季度降至290億美元，三季度轉為逆差160億美元，四
季度擴大為465億美元。12月，銀行結售匯逆差571億
元人民幣，連續五個月出現逆差，引發市場對資本外流
的擔憂。
對此，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分析指，去年中國跨
境資金流動波動加大，主因是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進一步
擴大後，人民幣匯率預期分化，促使企業結匯意願減弱、
購匯動機增強，並採取了增加外匯存款、減少外匯貸款的
財務操作。此外，美元去年下半年以來走強，國際資本大

量回流美國，許多新興市場出現
資本外流、本幣貶值的壓力，對
中國也產生一定影響。初步估
計，去年第四季度中國國際收支
仍可能呈現「經常項目順差、資
本項目逆差」的運行態勢。
管濤指出，未來中國仍將保持

經常項目順差；經濟增速亦處於
世界較高水平，且人民幣利率仍
會高於主要貨幣利率，這有利於
保持對國際資本尤其是中長期資
本的吸引力；但同時也面臨國內
經濟運行狀況及其財政、金融風
險等問題，本外幣利差縮小也將
加速境內市場主體的資產負債幣
種結構調整等。

否認「資本隱秘外逃」
此外，國際投行高盛日前一份報告指「中國資本或在
秘密出逃」。對此管濤回應稱，中國「淨誤差和遺漏」
規模是適度的，國際上認為，其佔同期國際收支口徑貨
物貿易進出口額比重在正負5%以內，平衡表就是可靠

的。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這一佔比在2%左
右，2014 年三季度 5.6%，但前三季度的佔比只有
2.4%。而且，淨誤差遺漏的方向和資本流動的方向不一
定有必然聯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建花、李青
霞 益陽報道）「老百姓做主，自治棚
改」是益陽市棚改走在湖南省前列的重
要原因。益陽市副市長彭建忠在接受本
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棚戶區改造是一項
重要的民生工程、德政工程，對城市提
質發展意義重大。
據了解，益陽市資陽區棚戶區95%的房屋為上世紀60

年代前所建，其中一半以上還是解放前的，磚木、簡易
結構房屋佔70%以上，危險和嚴重損壞的佔85%以上，
存在重大安全隱患，棚戶區改造迫在眉睫。
棚戶區改造難在徵收。資陽區將政府主導與群眾主體相
結合，創造性地推出了「居民自治改造委員會」做工作的
房屋協議收購模式。自改委成員從被徵收群眾中產生，由
他們代言群眾利益，宣傳棚改政策，參與棚改工作，監督

棚改全過程，調動群眾共同參與棚改的積極性。
據統計，2007年至今，益陽市完成城市棚改74,361
戶、工礦棚改6,406戶、國有林業棚改1,284戶，農村危房
改造46,124戶，國有墾區危房改造53,166戶，發放租賃
住房補貼27,387戶，棚戶區髒、亂、差狀況得到明顯改
觀。
目前，益陽市「居民自治棚改模式」已在湖南全省範圍

內推廣。益陽市計劃在2017年全面完成棚戶區改造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
廣州南沙與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掛牌
儀式、及與暨南大學共建「暨南大學中國
（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研究院」框架協議
簽約暨揭牌儀式昨日分別在中山大學和南沙
舉行。據了解，上述兩個研究院將建成集自
貿區理論、對策和前瞻性研究於一體的開放
性研究平台。而在正式掛牌前，相關研究院
已開始運作，展開南沙自貿園區相關專題研
究。
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實行理事會領

導下的院長負責制，下設財稅金融、貿易投
資、政法社會和城市與區域規劃四個研究小
組，現已組建了約30人的核心骨幹研究團
隊，已圍繞自貿區建設和政策體制創新等方
面開展研究，部分研究成果已運用到自貿區
申報建設中。
暨南大學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

研究院總體架構也已搭建完成，下設融創
新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國際貿易與粵港
澳合作研究中心、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
研究中心。該研究院掛牌之前，已組建團
隊對南沙建設人民幣結算中心進行專題研
究。而近兩個月，針對南沙自貿區籌建與
發展的實際問題，研究院團隊提交了10多
份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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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昨日從正在
天津召開的全國海關關長會議上了解到，中國海關
區域通關一體化改革2015年將向全國推開，年內有
望實現全國通關一體化。
中國海關總署署長于廣洲在會上表示，海關今年

將在京津冀、長江經濟帶、廣東省內海關區域通關
一體化基礎上，繼續將區域通關一體化改革向覆蓋
全國海關推開，完善海關內部協作、互認共享機
制，讓跨區域通關更便捷、物流更順暢。
2014年7月開始，海關先後推進實施了上述三個

海關區域通關一體化改革，區域海關間互聯互通，
企業可以自主選擇申報、納稅、驗放地點。截至去
年底，海關通過上述三個海關區域通關一體化平台
共接受報關單近1,800萬票。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張廣志介紹，目前區域通關

一體化報關量已佔同期全國報關單總量的80%以
上。去年第四季度一體化作業的進、出口平均通關
時間比傳統的口岸清關進、出口平均通關時間分別
節省9.18小時和0.31小時。

內地今年將實現通關一體化

多地下調GDP預期 促深改轉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隨着中國2014

年GDP數據公佈，對比各省區市陸續公佈的去年
經濟數據、今年增長預期以及深化改革和經濟轉
型計劃，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已然常態化。在已
召開兩會或披露經濟數據的省區市中，除西藏去
年實現預期的12%增速、今年保持同樣的增長預
期外，重慶、浙江、新疆、廣東等多數省區市提
出的增長目標均比其去年實際增速有微幅下調。
此外，針對「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
「長江經濟帶」等國家戰略，多地也規劃了對接
措施。
分析人士認為，在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

年，地方適當調低GDP增長預期，將為切實推進產
業結構轉型升級和全面深化改革留出空間。

東海航空下月增四航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港資民

營東海航空昨日在深召開2015年新線發佈會，下月
將新增「深圳－浦東」、「深圳－重慶」、「深
圳－青島」、「深圳－哈爾濱」4條航線。東海航
空有限公司總裁劉劍平表示，未來將陸續新增深圳
至烏魯木齊、瀋陽、大連、蘭州等航線。此外，
2015年將有6架全新波音737-800型客機抵深投入運
營，到2020年，客機機隊規模將達到50架，「未來
將以深圳為基地，航線由全國輻射到東南亞、台
灣、日本、韓國等國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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