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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深化巡視整改 全面從嚴治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中共中

央政治局昨日召開會議，審議《關於修改
〈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的決定》
（下稱《條例》）。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
平主持會議。會議指出，巡視工作是治標
之舉，也是治本之策，必須在堅持中深
化、在深化中堅持，發揮標本兼治作用。
會議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

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巡視作為推進
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舉措，對加強和改
進巡視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
堅持黨內監督和群眾監督相結合，賦予
巡視制度新的活力。實踐證明，巡視工
作是治標之舉，也是治本之策，必須在
堅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堅持，發揮標本

兼治作用。

按規矩辦事 按制度用權
會議續指，加強巡視工作，必須貫徹

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
中、六中全會精神，貫徹習近平總書記
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戰略，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求，
深化政治巡視，聚焦堅持黨的領導、加
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突出嚴肅
黨內政治生活，淨化黨內政治生態，促
進管黨治黨標本兼治。《條例》修改總
結吸納巡視工作實踐創新成果，對中央
和國家機關巡視工作、市縣巡察工作、
一屆任期內巡視全覆蓋等作出明確規

定，為依紀依規開展巡視、推動巡視工
作向縱深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會議進一步指出，十八大以來，黨中
央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堅持
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相統一，紮牢制度
籠子，強化制度執行。各級黨委要加強
對《條例》實施的組織領導，學習好、
宣傳好、貫徹好《條例》。領導幹部要
發揮「關鍵少數」作用，深刻理解《條
例》精神實質，增強黨章黨規黨紀意
識，自覺接受監督，帶頭按規矩辦事、
按制度用權，自覺貫徹落實黨中央提出
的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要求。
會議還審議《關於巡視中央意識形態
單位情況的專題報告》。會議認為，意

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工
作。十八屆中央巡視對宣傳、文化、新
聞等單位進行了全面政治「體檢」，加
強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促進意識
形態陣地建設，推動意識形態領域全面
從嚴治黨。

堅持黨管意識形態
會議認為，黨管意識形態是堅持黨的

領導的重要內容，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
導幹部要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決
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
和集中統一領導，強化政治擔當，落實
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緊密聯繫實際貫
徹「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四個全

面」戰略佈局，貫徹新發展理念。要堅
定「四個自信」，用黨的理論創新成果
指導意識形態工作，堅持以人民為中
心，把握正確政治方向、價值取向、輿
論導向。
會議強調，加強黨的建設，結合推進

「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
管好導向、管好陣地、管好隊伍，提升
主流意識形態領域傳播力、引導力、影
響力、公信力。以巡視整改為契機，深
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持問題導向，
敢於亮劍、主動作為，補齊短板、堵塞
漏洞，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做好穩預
期、穩思想、穩人心工作，為黨的十九
大勝利召開營造良好思想輿論環境。

魯檢方：「辱母案」民警未觸玩忽職守罪
處警欠規範 給予降級及辭退處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備受關注的山東「辱母殺人案」有

了新的進展。山東省人民檢察院昨日下午在其官方微博通報了于歡案處警民警

調查結果，即民警朱秀明等人雖然存在處警不夠規範的問題，但不構成玩忽職

守罪，決定不予刑事立案，由山東聊城冠縣縣委、縣政府作出辭退和降級處

理。另據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公告顯示，該院今日公開二審該案。

山東「辱母殺人案」始末
2014年7月至2015年11月
山東聊城女企業家蘇銀霞先後向地產公司老闆吳學占借款135萬元（人民幣，下同），月息10%。在支付本息
184萬元後，仍無法還清欠款。

2016年4月14日
蘇銀霞和其子于歡被催債者限制在公司財務室，其間于歡看到母親受辱，混亂中摸出一把水果刀亂刺，致四人
受傷。其中一名傷者杜志浩自行駕車就醫，卻因失血過多休克死亡。

2016年8月
吳學占因涉黑被聊城警方控制，案中死者杜志浩是其涉黑組織成員之一。

2016年12月15日
山東省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于歡故意傷害一案。

2017年2月17日
山東省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于歡無期徒刑。

2017年3月26日
最高人民檢察院通報，已派員赴山東閱卷並聽取山東省檢察機關匯報，正在對案件事實、證據進行全面審查。
同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通報，3月24日已受理于歡案二審，並組成合議庭，將依照法定程序公正、公開予
以審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整理

「辱母殺人案」因暴力催債引起。2016年4
月14日，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源

大）創辦人蘇銀霞與其子于歡，被11名催債
者——吳學占團夥限制在公司財務室並受到侮
辱，而匆匆趕來的民警未能阻止該團夥的羞
辱，情急之中，22歲的于歡摸出一把水果刀亂
刺，致4人受傷，其中杜志浩因失血過多休克
死亡。2017年2月17日，山東省聊城市中級人
民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于歡無期徒刑，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
任。原被告均不服一審判決，分別提出上訴。

今公開二審或直播
通報顯示，經調查，2016年4月14日晚10時

許，冠縣經濟開發區派出所接到報警電話後，
民警朱秀明攜帶執法記錄儀，並帶領兩名輔警
迅速趕到源大現場，對現場十餘名討債人員採
取口頭制止和警告措施，針對現場人員眾多、
警力不足的情況，及時撥打電話請求增援。他
們在離開接待室中心現場後，繼續在廠區聽取
知情人員反映情況，在于歡實施傷害行為後及
時收繳作案工具、收集固定證據，履行了部分
處警義務。
山東檢方認為，朱秀明等人在處警過程當中
雖然存在未能有效控制案發中心現場、未能分
開隔離現場雙方人員等不夠規範的問題，但不
構成玩忽職守罪，決定對朱秀明等人不予刑事

立案。儘管沒有進行刑事立案，冠縣紀委、監
察局經審查認為，相關人員對現場局勢穩控不
力，經研究並報冠縣縣委、縣政府批准，給予
朱明秀黨內嚴重警告、行政降級處分，辭退了
其中兩名輔警，並對其餘涉實民警分別給予行
政降級、警告處分、記過處分、誡勉談話等處
分。
據了解，「辱母殺人案」原被告上訴後，山

東高院於今年3月24日受理該案，並依法組成
合議庭。據山東高院公告顯示，今日8時30分
將在第22審判庭公開審理該案。有媒體報道，
該案或採取微博直播的方式及時對外通報相關
信息。

催債涉黑團夥落網
聊城市公安局昨日晚間稱，吳學占團夥涉案

的18名成員除杜志浩死亡外，其餘17人全部落
網。該團夥涉嫌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
組織，非法拘禁，強迫交易，故意傷害，非法
侵宅，故意損毀公私財物等犯罪。目前，該案
正在審理中。
另據大眾網報道，聊城市公安機關成功破獲

「蘇銀霞、于家樂（于歡姐）涉嫌非法吸收公
眾存款案」。警方指出，于歡的母親蘇銀霞和
于家樂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涉案金額高達
2,000餘萬元人民幣，涉及投資群眾50餘人。
目前，該案也正在審理中。

中德高級別人文交流對話機制首次會議
日前在北京舉行。該機制是繼中美、中
俄、中英、中歐、中法、中印尼、中南非
七大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之後，新建立的
中外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
人文交流與政治互信、經貿合作共同成

為中國外交戰略的三大支柱。國家主席習
近平在給中德高級別人文交流對話機制首
次會議的賀信中指出，中德兩國人民有着
悠久的交往歷史和深厚友誼，兩國建交45
年來，務實合作不斷加深，雙邊關係進入
成熟的發展階段。近年來，雙方人文交流
合作蓬勃發展，拉近了兩國民眾心與心的
距離。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
通。近年來，中德兩國政府相繼推出系列

人文交流主題年活動，如2016中德青少年
交流年、2014/2015中德創新合作年、
2013/2014中德語言年、2012中德文化
年。以人文交流為支點所撬動的互學互
鑒，既是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樑、推動
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
帶，又是讓世界「路路相連、美美與共」
的必由之路。
人文交流的紐帶在文化。在華夏大地，

人們對來自德國的文化耳熟能詳。有歌
德、席勒、海涅等人的文學巨著，有萊布
尼茨、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
思、海德格爾、馬爾庫塞等人的哲學思
想，有巴赫、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等
人的優美旋律。習近平主席坦言：「從他
們的作品中獲得愉悅，感受到思想的力

量，加深了對世界和人生的認識」。
以人文交流促民心相通，春風化雨，潤

物無聲。中德1996年在南京共同設立了拉
貝紀念館。2013年底，由江蘇南京建造的
拉貝墓園修復工程落成。中國人民如此高
調紀念有「中國的辛德勒」之譽的拉貝，
把中華民族的和合思想與天下理念播撒到
德國民眾心裡。而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德
語界最大的翻譯工程，中德80餘位學者聯
袂翻譯的《歌德全集》，展現的則是中德
人民對人類共同文化遺產的敬畏。
教育可在兩國間架起一拱臥波長虹。當

前，中國學子已成為德國高校最大留學生
群體。為深化中德教育交流合作，德國聯
邦教科部於2015年10月推出《中國戰略
2015-2020》。中德職業教育交流合作尤

為耀眼，兩國政府共同設立了「中德職教
合作聯盟」。
人文交流的未來在青年。2016年，習近

平主席與時任德國總統高克共同啟動的中德
青少年交流年，以「交流、友誼、未來」為
主題，近300項活動吸引了6萬餘名中德青
少年參與。交流的首要工具就是語言。如
今，中文已走進全德400餘所中小學的課
堂，近萬名德國青少年來華留學。2016
年，德國隊在中學生「漢語橋」總決賽中
奪冠。總之，激勵中德兩國人民相遇相
知，加強兩國
人文交流，將
促進中德共創
合作共贏的美
好未來。

人文交流助中德民心相通

��

同濟大學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師範大學中德教育研究與協作中心總幹事 俞可

■于歡母親蘇銀霞因無力償還高利
貸而遭禁錮。圖為其創辦的山東源
大工貿有限公司。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曼玲 廣州報
道）廣東省第十二次黨代會昨日閉幕，隨
後舉行的省委十二屆一次全會選舉產生了
新一屆省委常委班子：中央政治局委員胡
春華連任廣東省委書記，馬興瑞、任學鋒
當選為廣東省委副書記。由12人組成的新
一屆廣東省委常委班子中，「新面孔」多
達4人，佔比三分之一，「更新換代、注
入新血」的力度不可謂不大。除生於1959
年的馬興瑞外，其他11人均為「60後」，
平均年齡為53歲左右，年輕化特點尤為突
出。

新一屆廣東省委常委班子包括兩位不
久前空降廣東的「外來」幹部，一位是
剛從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調任
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的王偉
中，作為深圳建市以來第一位直接從外
省「空降」至此的市委書記，其長期在
科技部工作的人脈資源和豐富經驗，相
信可為深圳創新發展擔負起新的使命。
另一位則是剛從中紀委辦公廳主任調任
廣東省紀委書記的施克輝。他曾長期在
浙江省委辦公廳工作，2016年在十八屆
中央第九輪巡視中，施克輝曾擔任中央

第一巡視組副組長職務。

「新面孔」皆基層經驗豐富
其他四位則是省委常委班子中的「新面

孔」。現年52歲的何忠友曾在交通系統從
業23年，2011年轉任廣東省河源市委書
記，在其主政期間，2014年河源GDP增速
更躍居全省第一，被視為「粵北黑馬」，
由於成績突出，他於去年1月擢升為廣東
省副省長；新晉常委江凌先後任廣東省東
莞副市長、清遠及珠海市長、韶關市委書
記，今年2月升任廣東省委秘書長、辦公

廳主任。生於1964年的嚴植嬋此前擔任揭
陽市委書記，生於1963年的曾志權此前擔
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皆為基層工作經驗
相當豐富的官員。
胡春華在會上強調，新一屆班子將始終

堅守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模範遵守中央
八項規定精神，管好親屬和身邊工作人
員，做全面從嚴治黨的表率，做廉潔從政
的表率。同時要着力營造良好政治生態，
帶頭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在選人用人上把
好方向、守住原則，堅持拒腐蝕永不沾，
以優良的黨風促政風帶民風。

胡春華連任粵省委書記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天
津市第十一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昨日
選舉李鴻忠為市委書記，王東峰、懷進鵬
為市委副書記，當選為市委常委的還有段
春華、張玉卓、盛茂林、程麗華（女）、
鄧修明、趙飛、陳浙閩、冀國強、李毅。
中共天津市第十一屆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
次全體會議選舉鄧修明為市紀委書記，景
悅、么俊東、王寶強、邊學文為市紀委副
書記。

李鴻忠任天津市委書記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有美國
媒體昨日引述美國高官的言論，稱中國已
在中朝邊境地區加強管制。對此，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陸慷回應稱，中方是在嚴格執
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就實現朝鮮半島無核
化通過的決議，並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半
島核問題。
陸慷表示，中方對朝鮮半島核問題的立
場是「三個堅持」：堅持實現半島無核化
目標、堅持維護半島和平穩定、堅持通過
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妥善解決半島核問
題。中方主張有關各方能盡快回到談判
桌，為早日重啟六方會談、以和平方式解
決半島核問題共同作出努力。

外交部：
以和平方式解決半島核問題

■外交部發言
人陸慷表示，
中方堅持維護
半島和平穩
定。資料圖片

玩忽職守
罪指國家機關
工作人員嚴重

不負責任，不履行或不認真履行自
己的工作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
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
為。 來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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