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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個省區市調整了紀委書記，包括天津、河北、山西、遼寧、吉林、上
海、福建、廣西、重慶、西藏、雲南和新
疆，其中廣西的紀委書記兩度換人，新疆
紀委書記宋愛榮調任重慶市委常委，目前
新疆紀委書記一職空缺。在調整的22個省
區市中，8個省區市紀委主要領導由中紀
委「空降」，其中有4名十八屆中央紀委
常委，1名中央紀委委員。
2013年1月，中紀委常委侯凱從審計署

副審計長一職調任上海市紀委書記；去年
9月，中紀委常委、監察部副部長黃曉薇
「空降」山西任省紀委書記；今年1月，
中紀委常委、監察部副部長姚增科和中紀
委常委、秘書長、機關黨委書記崔少鵬分
別調任天津、吉林任紀委書記。今年3
月，中紀委委員、監察部副部長于春生
「空降」廣西任紀委書記。上述5人均為
「60後」。

25省區紀委領導「一正四副」
此外，去年1月，中紀委下屬的中國紀

檢監察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王擁軍任西
藏紀委書記；去年11月，遲耀雲從中紀委
第一紀檢監察室主任崗位調任山西省紀委
常務副書記，協助黃曉薇；今年1月，中
紀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劉明波調任安
徽省紀委常務副書記；而王舸就任陝西省
紀委副書記，也使得十八大以來中紀委

「空降兵」達9人之多。其中，山西一個
省份就有2名「空降兵」。
記者從31省區紀委官網發現，除青海、
寧夏、福建、湖南、廣東、海南6省紀委
領導機構為「一正三副」外，25個省區紀
委領導機構均呈「一正四副」格局。不同
省區副書記分工不盡相同，多數為一名常
務副書記，一名兼任省級監察廳廳長、省
級預防腐敗局局長的副書記，兩名專職副
書記。目前少數省份紀委主要領導一職出
現空缺，其中廣東省紀委副書記、省監察
廳廳長、省預防腐敗局局長鍾世堅4月初
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

31個省區共有4名女紀委書記
值得注意的是，31個省區中有4名女性紀
委書記，分別是江蘇的弘強、山西的黃曉薇、
海南的馬勇霞、甘肅的張曉蘭。其中54歲的
黃曉薇備受矚目，黃曉薇在中央紀委工作過17
年。在任中紀委七室副主任時，曾參與查辦了
山東省委原副書記、青島市委原書記杜世成案
等大要案。山西「塌方式」腐敗窩案被中紀
委重拳揪出後，她受命接替李兆前任山西省
紀委書記。省級女紀委書記中，最年輕的屬
甘肅省紀委書記張曉蘭，她今年50歲，
2003年7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2008
年7月調任甘肅省副省長，曾先後擔任副省
長、省委政法委副書記；副省長、慶陽市委
書記；2012年3月任甘肅省紀委書記。

中紀委九大將「空降」地方
十八大以來頻作調動 數量之多創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 據《華商報》報道，十八大以來至少有22個省區市的

省級紀委書記或副書記調整，統計發現，十八大至今，至少已有22個

省區市的紀委書記或副書記出現人事變動，履新人數超過30人，其中

包括王舸在內的9名中央紀委幹將「空降」8個省區市紀委，數量之多

創下歷史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 據《金融時報》報道，1995年6月15
日至19日，中國人民銀行召開全國銀行業經營管理工
作會議，這次會議對此後中國銀行業改革和發展產生
了積極影響。在會議召開20年之際，內地《金融時
報》記者採訪了戴相龍，他是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天津市市長、全國社保基金會理事長，曾為中國金融
業改革和發展、天津市的發展、全國社保基金的管理
作出了貢獻。戴相龍很高興地回答了記者有關不斷改
進中國銀行業經營管理水平的提問。

記者：你如何評價20年前召開的全國銀行業經營管
理工作會議？
戴相龍：1995年前，我國四大專業銀行的屬性，

既是國家行政事業單位，又是辦理銀行業務的金融
企業。這些銀行基本上按國家計劃和當地政府要求
發放貸款。1992年全國經濟過熱，金融秩序十分混
亂，我國銀行業經營管理水平較低，四大專業銀行實
際處於資不抵債的困境。針對這種狀況，根據時任國
務院副總理兼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朱鎔基的批示，我負
責籌備召開了全國銀行業經營管理工作會議。這次會
議的主要任務是，全面增強各家銀行總、分行行長貨
幣經營的觀念，提高經營管理水平。1995年6月19
日，朱鎔基到會講話，提出要把銀行工作重點轉移到
加強經營管理，盡快把我國專業銀行辦成具有國際
經營管理水平的商業銀行。這個會議對後來推進中
國銀行業改革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朱鎔基高度
評價這次會議。
記者：你如何評價當前我國銀行業管理水平？
戴相龍：經過20年不懈努力，中國銀行業經營管理
水平不斷提高，與歐美國家銀行業的差距不斷縮小。
綜合分析2014年底我國4家大型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
指標，我認為大型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水平已接近、
相當於歐美國家老牌商業銀行，有些指標已處於領先
地位。按照一級資本排名，2013年全球前20家大銀行
中，中國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農業銀行
分別名列第一、第五、第九、第十名。中國工商銀行

市值、核心資本、總利潤已經幾年名列世界第一。
2014年底，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平均1.25%，撥
備覆蓋率為232%，貸款撥備率為2.9%，存貸比為
65.09%，資本利潤率為 17.59%，資本充足率為
13.1%，這在世界上都是領先的。這證明我國近20年
金融改革方向、政策是十分正確的。
記者：你對今後提高中國銀行業經營管理水平有什

麼建議？
戴相龍：中國正在會同有關國家和地區推進「一帶

一路」新戰略，又為我國銀行業、特別是大型銀行擴
展業務創造了條件。現在，中國的銀行，特別是大型
商業銀行的金融服務功能，與歐美國家代表性銀行相
比較，還存在不少不足之處。最大的不足是，歐美老
牌大型銀行一般實行多種形式的銀行、證券、保險業
的綜合經營，而我國大型銀行基本從事銀行傳統業
務。雖然有一些銀行投資設立附屬保險公司、投資銀
行，但規模微小。因此，我建議適當加快提高我國大
型商業銀行綜合經營能力。
記者：還想問你一個問題，你是如何安排退休生活

的？
戴相龍：2014年1月我退休了。按照有關規定，我
分別辭去了兼任的國際金融論壇理事長、中國國際經
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的職務。退休後，我集中精力組
織改編、出版了《領導幹部金融知識讀本》（第3
版）。現在有時也牽頭承擔一些金融專題的研究工
作，但大部分時間是和家人在一起。

戴相龍追憶全國銀行業經營管理工作會議召開20年
中國銀行業發展臨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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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凱雷 北京報道）中國航
天智囊機構——北京空間科技信息研究所日前發佈首份評
估世界各國航天能力發展水平的報告。評估結果顯示，在
人類航天器發射數量最多的2014年，世界航天能力發展
呈現出「一超、兩強、三大、眾新」的主基調。美國唯一
航天超級強國的地位不可撼動，但優勢下降；俄羅斯下滑
頹勢漸顯露復甦端倪；中國航天展現出強大的發展動力和
增長潛力。
這份名為《世界航天能力發展評估（2015）》的報告指出，
整體看，2014年世界航天發展呈現出清晰的梯隊式分佈特點，
「一超、兩強、三大、眾新」將構成世界航天能力發展的主基
調，且航天強國與航天大國間的能力差距在逐漸縮小。
報告指出，美國繼續獨佔世界航天領軍位置，唯一航天超
級強國地位不可撼動，但領先優勢呈現下降趨勢。歐洲和俄
羅斯是世界航天發展格局中的兩個航天強國（地區），歐洲
憑借強大的技術優勢以及與美國的天然同盟關係實現航天能
力質的飛躍，航天能力排名反超俄羅斯，躍居全球第二位。
俄羅斯抑止航天能力下滑頹勢，逐漸顯露復甦端倪。

中國創新發展潛力巨大
中國、日本和印度構成的「亞洲軍團」強勢崛起，以航天
大國身份在世界航天舞台掀起一場「亞洲雄風」。報告指
出，中國航天踐行出有中國特色的獨立自主發展道路，取得
世界矚目的成就，展現出強大的發展動力和增長潛力。日本
重視發揮航天創新驅動效力，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尤其搭借
美日同盟優勢，實現了航天能力「高台」起步和快速提升。
印度航天能力也實現里程碑突破，成功完成亞洲首次火星探
測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國軍方昨日第三次公
佈軍級以上幹部重大案件查處情況，涉案人員3人，
分別是蘭州軍區聯勤部原部長占國橋因涉嫌嚴重違
紀，2014年12月軍委紀委對其立案調查，2015年3月
移送軍事檢察機關依法處理；湖北省軍區原副司令員
占俊因涉嫌嚴重違紀，2014年12月軍委紀委對其立案
調查，2015年3月移送軍事檢察機關依法處理；北京
軍區聯勤部原部長董明祥因涉嫌違法犯罪，2015年3
月軍事檢察機關對其立案偵查。

反腐打倒33「老虎」
據悉，軍隊反腐行動中落馬老虎人數達到33個。此

次公佈的3人全部來自聯勤部門和省軍區。據環球網
報道，在所有涉案的33人中，聯勤部門和省軍區成為
腐敗高發領域，將近一
半涉案人員來自這兩個
部門。在三批對外公開
的落馬老虎名單中，聯
勤部門涉案人員共 8
人，涉及廣州軍區、成
都軍區、瀋陽軍區、北
京軍區以及蘭州軍區。
目前只有南京軍區，濟
南軍區聯勤部門尚未有
落馬老虎。
聯勤部是中國人民

解放軍大軍區機關中
的四大部之一，主要
負責後勤保障工作。
其上級主管部門是總
後勤部。從 1999 年
起，中國人民解放軍開
始實行三軍聯勤一體化
保障，各大軍區成立了
聯勤部，對軍兵種部隊
實行財務、物資、油
料、基建營房等通用
和專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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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昨日獲
悉，中國將採取一系列新舉措打通知識產權、
資本和產業之間的通道，推動知識產權靈活運
用和科技成果轉化，以市場和產業的力量打開
知識產權的財富大門。
昨日是世界知識產權日。中國知識產權運營聯

盟當天由中國專利保護協會發起成立。中國國家
知識產權局專利管理司司長雷筱雲在聯盟成立新
聞發佈會上說，相關部門將不斷優化知識產權運
營服務發展政策環境，加強知識產權協同運用，
同時完善落實知識產權金融扶持政策措施，推動
知識產權轉化成現實生產力。

專利申請連續4年世界第一
中國發明專利申請量已經連續4年位居世界

第一，但知識產權大而不強、多而不優。建設
一個高效完善的知識產權運營體系，對於加快
創新成果轉化為企業和產業競爭力，具有重要
意義。
據聯盟秘書長彭支援介紹，聯盟將充當橋樑紐

帶，建立與政府部門、司法機關、行業協會及相
關聯盟的溝通機制，加強政策引導，同時加強知
識產權運營試點機構跨行業、跨區域、跨部門之
間的溝通和交流，推動協同共享。

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日報》報道，北京市
某公司的企業法人李先生近日準備出境時「意
外」被攔截，因經稅務機關多次催繳後仍沒有結
清稅款，且未提供擔保，李先生被阻止出境。據
北京市地稅局稽查新聞發佈會日前透露，截至3
月底，北京市已對32家欠稅企業法定代表人採
取了阻止出境措施。
北京市地稅局副局長呂興渭透露，稅務部門將

對發票違法問題高發頻發的金融保險、房地產、
藥品與醫療器械、餐飲娛樂、中介機構等行業開
展全面檢查，重點查處不按規定開具發票、開具

假發票或虛開發票等行為。同時，涉稅違法企業
還會被列入「黑名單」，稅務部門將向徵信機構
通報欠稅「老賴」違法信息，一旦違法行為被記
入信用檔案，當事人在金融機構辦理貸款、信用
卡等業務時，都會受到限制。
2014年，北京市地稅局繼續嚴厲打擊發票違

法犯罪活動，北京市國稅局和市地稅局共查處
發票違法企業2,793戶，查處違法發票38,163
份，涉及金額25億元；查補稅款、加收滯納
金共計 7.8 億元，對違法行為罰款 6,644.6 萬
元。

中國推動知識產權轉化成生產力

京32家欠稅企業法人禁出境

3名軍級以上「老虎」受查

■■占國橋占國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占俊占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董明祥董明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戴相龍表示退休後有時也牽頭承擔一些金融專題的
研究工作，但大部分時間是和家人在一起。 資料圖片

■侯凱

■姚增科

■崔少鵬

■黃曉薇 ■遲耀雲

■王擁軍

■劉明波

■于春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廣東省紀委昨日通
報，第一季度廣東暢通監督渠道、強化執紀問責，全
省共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72起，處理145
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96人。

公款大吃大喝違規收禮金
通報稱，今年第一季度全省作風舉報信訪件比去年

同期有所上升，其中，全省作風舉報網共收到群眾舉
報176件，反映違反中央八項規定問題的舉報件排名
第一，佔56.9%，舉報熱點集中在違規配備使用公務
用車、公款大吃大喝以及違規收送紅包禮金。
在查處的72起案件中，違規收受禮品禮金22起、違

規配備使用公車18起、違規發放津補貼或福利13起、
公款國內旅遊10起、違規公款吃喝5起。其中包括嚴
肅查處了省衛生計生委和台山市衛生計生局個別幹部
違規收送「紅包」等典型案件。

粵首季違八項規定72起
145人被查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