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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

最高檢：減刑假釋逐個查
最高法：不讓國外變腐敗分子「避罪天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高麗丹 兩會報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檢察院昨日向全國人大會議作工作報告，兩份報告均提及要依法嚴懲腐敗
犯罪，堅持凡腐必反，有貪必肅，有案必辦，堅持「老虎」、「蒼蠅」一
起打，在國內繼續保持懲治腐敗犯罪高壓態勢，同時在境外開展職務犯罪
國際追逃追贓專項行動，並將此列為今年工作的主要任務。最高法報告更
明確表明，積極參與海外追逃追贓工作，決不讓國外成為腐敗分子「避罪
天堂」。而最高人民檢察院報告中指出，對減刑假釋進行逐人審查，查辦
背後的職務犯罪25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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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今日（13日）看點
人 大

■上午9時：代表小組會議，審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上午10時：四川大學校長謝和平、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沈
健、廣東省教育廳廳長羅偉其、海南大學校長李建保、
貴州大學校長鄭強等5位全國人大代表就完善高等教育
治理結構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下午3時：代表小組會議審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
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政 協
■上午9時：政協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十次會議
通過政協十二屆全國委員會三次會議關於常務委員會工
作報告的決議（草案）、審議通過政協十二屆全國委員
會提案委員會關於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提案審查情況的
報告（草案）、通過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
議政治決議（草案）。

■下午3時：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閉幕會通過政協十二屆
全國委員會三次會議關於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
通過政協十二屆全國委員會提案委員會關於政協十二屆
三次會議提案審查情況的報告、通過政協十二屆全國委
員會三次會議政治決議。

記者 田一涵、實習記者 任芳頡、許一傑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昨日在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解放
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強調，要深入貫徹黨
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
堅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
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按照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
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佈局，加快推進國防
和軍隊建設，把軍委各項決策部署落到實
處，深入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努力開
創強軍興軍新局面。

強軍目標取得重大進展
會上，8位代表圍繞推動國防科技領域軍
民融合深度發展、深化國防動員軍民融合
發展、加強軍地一體化國家生物安全防禦
體系建設、推進實戰化訓練向縱深發展等
問題踴躍發言。習近平在認真聽取代表發
言後，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過去的
一年，全軍着力加強和改進政治工作，着
力開展實戰化軍事訓練，大力推進黨風廉
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深入謀劃推進軍隊
改革工作，出色完成了一系列重大任務，
貫徹強軍目標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
習近平希望全軍認真貫徹黨中央、中
央軍委決策部署，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
建設，並重點就深入實施軍民融合發展
戰略提出要求。他強調，把軍民融合發
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是我們長期探索經
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協調發展規律的重大

成果，是從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全局出
發作出的重大決策。長期以來，軍地各
級按照黨中央部署要求，在軍民融合發
展上積極探索實踐，取得了豐碩成果，
促進了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的同步增
長。同時要看到，我國軍民融合發展剛
進入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過渡階
段，還存在思想觀念跟不上、頂層統籌
統管體制缺乏、政策法規和運行機制滯
後、工作執行力度不夠等問題。要堅持
問題牽引，拿出思路舉措，以強烈的責
任擔當推動問題的解決，正確把握和處
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使兩者
協調發展、平衡發展、兼容發展。

改革創新解決體制障礙
習近平指出，今後一個時期軍民融合發

展，總的是要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領域、
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豐富融
合形式，拓展融合範圍，提升融合層次。
要強化大局意識，軍地雙方要樹立一盤棋
思想，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
思考問題、推動工作，做到責任到位、措
施到位、落實到位。要強化改革創新，着
力解決制約軍民融合發展的體制性障礙、
結構性矛盾、政策性問題，努力形成統一
領導、軍地協調、順暢高效的組織管理體
系，國家主導、需求牽引、市場運作相統
一的工作運行體系，系統完備、啣接配
套、有效激勵的政策制度體系。要強化戰
略規劃，拿出可行辦法推動規劃落實，加

強督導檢查、建立問責機制，強化規劃剛
性約束和執行力。要強化法治保障，善於
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軍民融合發

展，充分發揮法律法規的規範、引導、保
障作用，提高軍民融合發展法治化水平。
會議結束時，習近平特意來到部分基層和

科研一線軍隊人大代表中間，詳細詢問他們
的工作生活情況，勉勵他們扎根基層、建
功立業，為實現強軍目標作出新貢獻。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報告中指出，
2014年各級法院審結貪污賄賂等犯罪

案件3.1萬件4.4萬人，同比分別上升6.7%和
5.2%。其中被告人原為廳局級以上的99人，
原為縣處級的871人。加大對行賄犯罪打擊
力度，判處罪犯2,394人，同比上升12.1%。
周強強調，要在嚴懲受賄犯罪的同時，加
大對行賄犯罪的懲治力度。特別是要從嚴懲
治主動行賄的犯罪行為，會同有關部門制定
嚴格依法懲治行賄犯罪的意見，積極提出立
法建議，推動完善相關領域的立法。積極參
與海外追逃追贓工作，決不讓國外成為腐敗
分子的「避罪天堂」。

28省部級以上幹部被查辦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報告中指
出，最高檢堅持「老虎」、「蒼蠅」一起
打，2014年各級檢察院查辦各類職務犯罪案
件 41,487 件 55,101 人，人數同比上升
7.4%。當中查辦貪污、賄賂、挪用公款100
萬元以上的案件3,664件，同比上升42%；
查辦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4,040人，同
比上升 40.7%，其中廳局級以上幹部 589
人，包括周永康、徐才厚、蔣潔敏、李東

生、李崇禧、金道銘、姚木根等28名省部級
以上幹部犯罪案件。

逐人審查「提錢出獄」問題
曹建明指出，開展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

專項檢察。針對群眾反應強烈的一些「有權
人」、「有錢人」犯罪後「以權贖身」、
「提錢出獄」等問題，以職務犯罪、金融犯
罪、涉黑犯罪為重點，對正在監管場所服刑
的，逐人審查；正在保外就醫的，逐人見
面、重新體檢。監督糾正「減假暫」不當
23,827人，同比上升42.6%；監督有關部門對
2,244名暫予監外執行罪犯依法收監執行；查
辦違法「減假暫」背後的職務犯罪252人。
至於境外追逃問題，曹建明強調，與有關

部門聯合發佈敦促在逃境外經濟犯罪人員投
案自首的通告，加強境外司法合作，在積極
追逃的同時，探索對犯罪嫌疑人逃匿案件啟
動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依法追繳其違法所得
及其他涉案財產，決不讓腐敗分子在經濟上
撈到好處。比如，最高檢2014年加強境外司
法合作，共抓獲境內外在逃職務犯罪嫌疑人
749人，其中從美國、加拿大等17個國家和
地區抓獲、勸返49人。

司法公正從自責糾錯開始
昨天上午，坐在人民大會堂三
樓，聽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說
「對錯案的發生，我們深感自
責」，那一刻，筆者腦海裡揮之不
去的是一張新華社記者拍攝的照
片：呼格吉勒圖的媽媽，撲在兒子
荒草萋萋的墳頭上，嚎啕大哭。

時隔19年後，中國司法最高長官站在國徽下，面對
全體人民代表，對司法不公釀成的悲劇深表自責。這
樣的態度理應受到肯定和讚許。但筆者更想說的是：
誰家也沒有多餘的兒女。希望從周院長的自責開始，
司法系統全面糾錯，藉此讓司法公正重新贏得民心。

效率先行讓公正防線失守
俗語說，重刑之下，必有冤獄。剖析過往的冤假

錯案，公檢法以維護社會安全穩定為由，違背疑罪
從無的法律原則，定下「命案必破」、「限期破
案」等目標，往往是釀成大錯的主要誘因。翻閱過
往案件卷宗，絕大部分冤假錯案的背後，都存在嚴
重的刑訊逼供。犯罪嫌疑人一旦作出有罪供述，公
安機關就會宣佈案件告破，法院出於對案件審理期

限以及績效考核等因素的考量，在審判過程中經意
不經意地施行效率先行，往往讓司法公正的最後一
道防線也陷入失守境地。
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中提及的「徐輝強姦殺人

案」、「黃家光故意殺人案」、「王本余姦淫幼女、
故意殺人案」、「呼格吉勒圖故意殺人、流氓案」等
冤錯案件，無一不是如此。既然釀成錯案的癥結已經
明晰，為何糾錯過程仍然阻力重重？
「八年奔波，終於將弟弟念斌從刀口下救回來，
但是，當年製造假案的公安人員至今無人道歉，無
人承擔責任。我們還會努力。」周強院長代表司法
系統自責之後，有記者立即連線遠在福建的念建
蘭。念建蘭是最高法報告中另外一起被提及的冤案
主角念斌的姐姐。這個為了身陷冤獄的弟弟、犧牲
個人幸福與事業的姐姐說，追責是防範冤假錯案的
治本之道。
追責，責任在誰？責任當然在於司法系統自身。

毫無疑問，每一次糾錯，都是司法弊端暴露在公眾
面前，遭受輿論痛斥的難堪過程。
倘若沒有法治的理念革新、制度保障和強力監

督，恐怕冤案糾錯的道路，還會走得泥濘、坎坷而

漫長，「遲到的正義非正義」。
落實罪刑法定、疑罪從無、非法證據排除等法律

原則，加強對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源頭預防，實
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無疑給人們帶
來法治的希望。
英國哲學家培根曾說，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

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
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
好比污染了水源。我們必須承認，世界上沒有一種
司法是不會出錯的，但出錯只能是司法的傷疤，而
不能是胎記。

勿忘「檢察院」前「人民」二字
曹建明昨天有句話說得很好：不要忘了「檢察院」前面

的「人民」二字。確實，只有把司法權力放在人民的監督
之下，竭盡全力做到司法公正，才是司法者心中永不能泯
滅的職業操守和信仰堅守。希望今
後提交民意代表們審議的「兩高」
報告中，呼格吉勒圖、念斌之類的
冤案及自責越來越少……

趙鵬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張紫晨、劉蕊、馬琳 兩會報
道）昨日，在聽完最高法和最高檢的報告後，多位人大代表從反
腐、避免冤假錯案、環保監督等方面對報告作出評價。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吳亮星表示，「兩高」報告中指出「28名省部級以上幹
部被查辦」，這是經濟反腐的良好開端。他表示落實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的原則，也將為未來經濟發展注入「強心針」。談到腐敗
分子將資金轉移到海外的情況，吳亮星強調應該將這些人繩之於
法，並追回其轉移到國外的資產。

王巍：處理「減假暫」維護法律嚴肅性
全國人大代表、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認為，最高法院報

告中處理「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內容印象最為深刻。
他表示此舉對有權、有錢的人犯罪後逍遙法外的情況作出了糾
正，維護了法律的嚴肅性。此外，對於重大冤假錯案的糾正邁出
了重要一步。

吳亮星：落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
兩會報道）「依法治國」是
今年兩會代表委員熱議話
題。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城
市大學司法教育與研究中心
主任王貴國在接受本報專訪
時表示，基於香港獨特的法
治優勢，香港各界應該積極

參與到「依法治國」進程中，特別是港區政協委員
應該充分履職，為國家構建「法治中國」制定整體
規劃、為「法治社會」的標準和實施擬定具體的方
案，同時在擬定過程中應特別注重邀請香港社會各
界，特別是青年一代參與其中，以增加其國家認同
感和使命感，達到雙贏目的。
王貴國指出，全面實現依法治國是一個非常重要
的戰略國策，一個國家特別是市場經濟環境下的國
家或社會如果不搞法治，人們的行為就沒有依歸、
沒有依據，這個國家便很難做好。他認為，當下國
家對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缺少整體規劃。

讓青年提升對國家認知感
「香港是全世界公認的法治社會，擁有獨特的

法治優勢，政協委員中有許多法律專家，在國家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港區政協委員也應該
履行職責，有自己的承擔。」王貴國說，首先，
港區政協委員可以組織一些力量，為國家全面推
進依法治國制定一個整體的系統規劃建議。他特
別強調，在香港政協委員制定相關規劃和方案過
程中應該在香港社會組織特別討論，討論範圍和
對象不要僅限於法律專家和學者，還應該聽取青
年學生和社會各階層的不同意見。「通過全民性
的參與討論，使香港民眾特別是年輕人有一種參
與國家大事的參與感，從而也使他們進一步提升
對國家的認知感，提升他們『一個中國』的國家
觀念，這樣可以達到雙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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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
在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次在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次
會議作工作報告會議作工作報告。。 中新社中新社

■■王貴國王貴國 馬靜馬靜攝攝

■習近平昨日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這是習近平與軍隊人大代表親切握手。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