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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原公安局長
涉貪超5億候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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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監督公安刑偵 年內全面派駐派出所

最高檢拍反腐劇高收視
新華社：讓「兩面人」難以遁形 網友：增加每日播出集數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

騰訊網報道，由最高人民檢察院

影視中心牽頭製作的2017反腐

大劇《人民的名義》28日在湖

南衛視首播，立刻成為內地各大

影視論壇的熱門話題，不少網友

留言要求「增加每日播出的集

數」。據內地廣播電視受眾機構

CSM數據顯示，該劇首播當晚

收視率超過中國隊世界盃預選賽

兩倍多。新華社29日發表「辛

識平」評論文章「讓『兩面人』

難以遁形」，指藝術源於現實，

隨着反腐不斷深入，治理「兩面

人」已成為中國共產黨從嚴治黨

的重要課題。

網友熱評
幸福的melinda228：剛一集，沒看夠
啊！快點播啊！好久沒看這種正劇
了！燃啊！

透明得不能再透明的小透明：抽空看
了第一集，服！電視劇的質量真的太
棒！希望以後可以多多看到這麼有品
質的電視劇！據說40多位戲骨同台飆
戲，簡直看得太過癮！

冰果糖1224：曾經夢想成為一名檢
察官，可惜高考差兩分沒考上法學
院:(

麵麵2：看完第一集就去補看書咯！看
到第五章了～好期待後面的劇情哦！

林時深見鹿：我能說我只看了兩遍第
一集嗎:)

資料來源：新浪微博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出版的《南方日
報》發表題為「全面深化改革 是推進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的強大動力」
的評論員文章，回顧中共十八大後，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首次離京考察
即赴廣東，指出當前改革進入深水
區、攻堅期，遇到的都是硬骨頭、硬
任務，必須發揚釘釘子精神，一錘一
錘釘釘子，直到產生實際效果。
文章說，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突
出的是改革的系統性。系統地推進改
革，必須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關

係，處理好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
係、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係、頂
層設計和摸着石頭過河的關係、膽子
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係、改革發展穩
定的關係；必須善於統籌推進，善於
處理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
和非重點的關係，在權衡利弊中趨利
避害、作出最為有利的戰略抉擇。
文章分析說，改革是由問題倒逼產
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深化，這就
要求我們堅持問題導向，奔着問題
去，跟着問題走，哪裡出現新問題，

改革就跟進到哪裡。重要領域「牽一
髮而動全身」，關係到改革大局，是
改革的重中之重；關鍵環節「一子落
而滿盤活」，關係到改革成效，是改
革的有力支點。只有牢牢抓住重要領
域、重要任務、重要試點和關鍵主
體、關鍵環節、關鍵節點，特別是抓
好涉及重大制度創新的改革，統一行
動、毫不鬆懈，才能以重點突破牽引
和帶動全局，不斷開創改革新局面。
文章指出，當前，改革進入深水
區、攻堅期，遇到的都是硬骨頭、硬

任務，必須發揚釘釘子精神，按照習
近平總書記的要求，一錘一錘釘釘
子，直到產生實際效果。推進全面深
化改革，既要抓統籌部署，也要抓督
察落實。一方面，要從制度設計不斷
強化責任，牢牢扭住全面深化改革各
項目標，落實主體責任，理清責任鏈
條，另一方面，要求黨員、幹部特別
是地方和部門一把手，把抓落實的責
任扛起來，既當改革的促進派，又當
改革的實幹家，牢固樹立進取意識、
機遇意識、責任意識。

南方日報：改革攻堅須發揚釘釘子精神

時隔十多年，反腐題材大戲重回中國
電視黃金檔。55集連續劇《人民的

名義》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組織
創作，周梅森編劇，李路導演。

史上尺度最大 奸角現副國級
據內地著名反腐小說作家、編劇周梅

森評價，《人民的名義》是一部「史上
尺度最大的反腐劇集」。據透露，這部

電視劇人物格局上有了重要突破，最高
級別的反角設置為副國級。周梅森的另
一部電視劇作品《國家公訴》也在塑造
檢察官形象上獲得好評。
《人民的名義》總監製、總發行人、

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金盾影視中心主任
李學政表示：「光有華麗外表的作品即
使得到讚許也只是一時的，真正經得起
推敲和沉澱的作品，需要同時擁有藝術
的靈魂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人民的
名義》很好地兼得了二者，是一部真正
有力度的影視藝術作品。」據悉，《人
民的名義》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聯合
中華志願者協會抵制購買收視率造假行
為，可見對「裸播」信心十足。首播當
晚，新浪微博話題7,000萬閱讀量，21
萬餘次的討論證實劇組的信心並非沒有
根據。

評論指揭現實 貪官劇情常見
新華社在評論文章中分析，劇中的腐

敗分子裝得很正、藏得很深，活脫脫一
個「兩面人」形象。追劇的人們想必看
了不會太驚奇。畢竟，藝術源於現實。
文章提到包括「億元司長」國家能源

局煤炭司原副司長魏鵬遠、河北省委原
書記周本順、廣州市委原書記萬慶良、
山東濟南市委原書記等現實生活中的
「兩面人」個案，指正如《人民的名
義》導演李路所言：沒有人臉上寫着
「貪官」二字。
「很多案例警示我們，『兩面人』的

潛伏期一般較長，『帶病提拔』『邊腐
邊升』是其人生常見『劇情』。……腐
敗的馬腳是藏不住的，關鍵要有監督的
『火眼金睛』。突出一個『嚴』字，把
黨內監督、巡視監督、輿論監督、群眾
監督等各種方式都激活起來，構築起無
所不在的監督網，形成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制度環境，『兩面人』就
難以遁形，『台上喊廉、台下撈錢』的
戲碼就再也演不下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青年報》報
道，在《人民的名義》中，內地知名演
員陸毅飾演檢察院副檢察長兼反貪局局
長侯亮平，帥氣外表和正氣形象獲得觀
眾肯定。
陸毅接受專訪時稱，以前大家可能不
太了解檢察官這個群體，他也是接拍這
部劇，才更加深入地了解他們，他們其
實不古板，反而很年輕，是真正在為百

姓做事情。「年輕人追偶像，我覺得檢
察官也算是我們的國民偶像。」

日後更關注政治民生
陸毅透露印象最深的一場戲，是他要

辦一個「小官巨貪」的案子。那個貪官
貪了很多錢，卻一分都不敢花，屬於那
種「有賊心沒賊膽」的人物。「我」是
一個比較有手段的檢察官，陪着官員

「演」了3場戲，才最終查明案件真
相。
他說，這部戲涉及政治題材，很多法

律術語和大量台詞都很有挑戰，而且人
物心理戲很多，在表演時需要塑造人物
強大的內心。在拍攝過程中，為了保持
角色的精神狀態，他堅持運動、過午不
食。「拍完這部戲後，我會更關注政治
民生問題。」

男主角陸毅：檢察官可當國民偶像

從《人民的名義》看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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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影
視中心作為主要製作單
位推出的55集電視連續

劇《人民的名義》，前日起在湖南衛視開播。
官方媒體也同步刊發多篇評論，為該部耗資
1.2億元人民幣的「2017反腐第一大劇」造
勢，認為這部劇因應「國家反腐的大背景」，
「其創作力度、佈局之大前所未有」。

從已經播出的第一集看，劇情緊張，情節
真實，節奏緊湊，因此，很快在內地的各類社
交媒體上引發議論，成為話題。
該劇甫一開篇，就再現了一個內地民眾熟知

的真實案例——「小官巨貪」的典型代表，貪
污金額高達2.3億元、已經服法被判死緩的國
家能源局原司長魏鵬遠，片方透露，「現金燒
壞驗鈔機」的場景也將在劇中呈現。
據稱，劇中的反派級別也與現實反腐敗鬥爭

中落馬的最高級別差別不大，將涉及「副國

級」，是內地反腐劇目前能夠突破的最大尺度，
製作方相信這些情節將會帶來收視熱潮。因為
回顧過往反腐題材的電視劇，一度也曾連創收
視佳績，形成一輪「反腐劇熱」，但論及「尺
度」，基本還是停留在市一級的領導腐敗。
內地官媒的持續造勢，顯然是對以《人民

的名義》這樣的文藝作品，參與到這一輪持續
的「反腐運動」中，能夠從更多角度贏得民眾
的認同寄予厚望。十八大以來，先後有100多
名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落馬，反腐的力度眾所
矚目，也彰顯了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鐵腕治
黨的堅定決心。

習近平曾經在黨的會議上表示，「不得罪成百
上千的腐敗分子，就要得罪13億人民。這是一
筆再明白不過的政治賬，人心向背的賬。」反腐
敗要做到標本兼治，要使黨員幹部不敢、不能、
不想貪腐，文藝的參與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現
實中必須保持反腐力度不減。 ■記者 劉怡

香港文匯報
訊 河南省鄭州
市中級人民法院
昨日一審公開開
庭審理了天津市
政協原副主席、
市公安局原局長
武長順貪污、受
賄、挪用公款、
單位行賄、濫用
職權、徇私枉法一案。
據新華社報道，武長順被控利用擔任天津市公安交通管

理局局長、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市政協副主席等
職務上的便利，非法佔有公款共計3.42億餘元（人民幣，
下同），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8,440萬餘元，挪用公款
1.01億餘元，給予多名國家工作人員財物共計折合1,057
萬元，涉案金額超5億元。武長順當庭表示認罪悔罪。法
庭將擇期宣判。

山東「辱母殺人案」
雙方可查閱案卷

香港文匯報訊 山東聊城青年于歡因母親蘇銀霞受辱，
將催債人杜志浩刺死獲判無期徒刑的事件，近日引發廣泛
關注。據中通社報道，山東省高級法院官方微博昨日發佈
消息指，對於于歡故意傷害一案，合議庭日前已通知于歡
的辯護人、被害人杜志浩的近親屬、被害人郭彥剛的訴訟
代理人到該院查閱案卷。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最
高人民檢察院昨日召開全國電視電話會
議，要求各級檢察院因地制宜，全面開
展對公安派出所刑事偵查活動監督工
作，今年年底前實現全面鋪開。

根據最高檢部署，檢察機關將對
主城區、城鄉接合部、刑事案件高
發等重點地區的派出所，採取設立派
駐公安派出所檢察室或檢察官的模
式；對辦案量少的小型派出所，採取
定期或者不定期巡查模式；對於轄區
公安派出所辦案量小的，可以探索在
區縣公安局派駐檢察室，統一開展對
轄區公安派出所刑事偵查活動監督
工作。

嚴查逼供暴力取證
對公安派出所刑偵活動監督的重點

將是群眾反映強烈、影響社會和諧穩
定、違法動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經濟
糾紛的案件，偵查活動中刑訊逼供、

暴力取證等非法取證案件，以及採取
強制措施、強制性偵查措施可能侵犯
犯罪嫌疑人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的案
件。

保證證據的合法性
建立對公安派出所刑事偵查活動監

督機制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
會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任務要
求。2015年以來，最高檢選擇山西等
10省市進行試點，1,064個基層檢察
院、8,370個公安派出所參與了試點工
作。
在公安機關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

試點期間，檢察機關監督公安派出所
立案5,243件，對違法偵查活動提出糾

正意見15,162件次。很多地方通過加
強對公安派出所刑事偵查活動監督，
案件品質明顯提高，不捕率明顯下
降，捕後撤案判無罪的減少，對公安
派出所信訪量減少。
公安派出所辦理的案件多是「輕

罪」案件，有的進入不了批捕起訴
環節，僅僅依靠辦理審查逮捕案件
的監督難以發現其立案、撤案等偵
查活動是否合法，容易成為監督
「盲區」。
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孫謙表

示，檢察機關對公安派出所刑事偵查
活動監督，目標就是要保證證據的合
法性，確保指控犯罪的效果，實現國
家法律統一正確適用。

■■《《人民的名義人民的名義》》講述陸毅講述陸毅
（（左左））所飾演檢察院副檢察長所飾演檢察院副檢察長
兼反貪局局長侯亮平查辦案件兼反貪局局長侯亮平查辦案件
的故事的故事。。圖為圖為《《人民的名義人民的名義》》
劇照劇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劇中不乏劇中不乏
揭露貪官家揭露貪官家
藏巨款的劇藏巨款的劇
情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武長順當庭表示認罪悔罪。網上圖片

■《人民
的名義》
宣 傳 海
報。
網上圖片

■■地方檢察院開展地方檢察院開展
走訪鄉鎮派出所活走訪鄉鎮派出所活
動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