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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吏治大棋 香港不是「閒子」
20 年過去

了，香港還是
那個「廉潔之
都」。根據國
際反貪組織
「透明國際」
每年發佈的調
查報告，回歸
以來香港的廉
潔指數始終高
居全球排名榜

前列，1997年排名第18位，2007年
排名第14位，2017年排名第15位。

回歸後，有感於內地前些年嚴重的
腐敗生態，有人曾經擔心，香港的廉

潔質量會不會受到內地影響。有人曾
經預估，香港和內地的廉潔格局或呈
現三種演進可能：一、內地始終未脫
腐敗困擾，而香港維持驕人的廉潔指
數；二、內地腐敗問題進一步惡化，
拖累香港社會貪腐回流；三、香港社
會保持高廉潔度，而內地腐敗得到遏
制，持續向好。
從目前態勢看，內地和香港正在沿

着第三種可能發展。過去五年，中央
在內地掀起了空前的反腐風暴，其規
模、力度、深度、影響力超乎意料，
「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
成」，鐵腕吏治贏得了民眾的廣泛擁
護。在香港廉潔指數保持高標的同

時，內地的政治社會生態也正在好
轉。
隨着中央反腐新政的深入，在國

家反腐倡廉的大棋局中，廉潔香港
更不是一顆「閒子」，合作空間和
鏡鑒價值愈發凸顯。近期，廉署專
員白韞六率團訪問內地拜會中紀
委、最高檢等機構，備受外界關
注。兩地願意繼續加強反腐敗交流
與合作，共同打擊跨境腐敗犯罪。
誠然，香港和內地分屬「一國」

下的「兩制」，政治制度、司法體
系、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差異，但
在反貪防腐的治理規律面前，確是
萬相一理，殊途同歸：權力委託人

如何實現對代理人的有效監管和制
約。在香港的成功實踐中，廉政公
署執法的獨立性，預防和教育的協
同配合，政商邊界的嚴格釐清，法
治精神的社會共識等等有益經驗都
可成內地反腐的攻玉之石。
廉政公署前總調查主任黃國樑曾經

形容，「內地如今的貪污，和上世紀
70年代以前的香港比，只是小意思
（小菜一碟）。」從「貪賄之城」到
「廉潔之都」的「香港奇跡」，相信
能給激濁揚清的「中國故事」不斷加
注新的勇氣、信心和力量。
因此，廉潔香港是國家之寶，而清

明國家又是香港之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帆

十名博士省委書記
姓名

蔡 奇

駱惠寧

劉家義

陳全國

李紀恒

張慶偉

彭清華

孫政才

婁勤儉

李錦斌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職務

北京市委書記

山西省委書記

山東省委書記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

黑龍江省委書記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

重慶市委書記

陝西省委書記

安徽省委書記

專業

經濟學博士

經濟學博士

經濟學博士

管理學博士

管理學博士

管理學博士

管理學博士

農學博士

工學博士

法學博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
報道）在本輪換屆中，31省區市的
「戎裝常委」，並未出現在各省區
市新一屆常委班子中。對此，國防
部發言人楊宇軍曾回應稱，「主要
是因為今（2016年）明兩年正值軍
隊調整改革。經綜合考慮，省軍區
主要領導暫不參加所在省級黨委的
換屆選舉，待相關改革到位後，再
按規定增補進所在省級黨委常委班
子。」
「戎裝常委」又稱「軍方常委」。

此前，各省（區、市）委常委會中，
都會有軍方將領的身影，通常由省級
軍區政委或司令員出任。軍事科學院

研究員樊高月曾在公開報道中解釋
道，「戎裝常委」的主要作用是作為
軍方代表加強地方與軍隊的溝通。按
規定，軍方常委要出席地方的黨委常
委會議，參與到地方重大事項的決策
中。同時，負責協調軍地關係，協助
地方的經濟社會建設。
對於「戎裝常委」退「常」，國
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曾對媒體指
出，本輪軍改啟動後，除已明確轉
隸陸軍領導的新疆軍區、西藏軍區
和北京衛戍區外，其餘28個省級軍
區轉隸均為國防動員部。軍方人員
退出省委常委後，將更有利於把精
力集中到軍隊建設上來。

「戎裝常委」退出 專注軍隊建設

中國正書寫抗戰親歷者口述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中共中央
黨史研究室宣傳教育局局長任貴祥昨日透
露，「中共抗日戰爭口述史料收集、整理與
研究」國家重大社科基金課題申請立項獲得
通過並正在推動，課題主要任務是收集整理
抗戰親歷者口述的歷史回憶錄，預計到
2025年完成。
任貴祥當天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新聞發
佈會上介紹指，該課題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申請
立項，由中央黨史研究室、國家新聞出版廣電
總局、國家檔案局3部門聯合承擔，有關省、

市（區）黨史部門也有參與。課題去年3月申
報立項，同年6月獲批准。其中包括3個子課
題，分別是中共抗戰口述影像資料的徵集與利
用、中共抗戰口述史料叢書編輯、出版，以及
中共抗戰口述史數據庫建設。
任貴祥稱，這些重大課題的主要任務是收

集整理抗戰親歷者口述的歷史回憶錄，這些
口述的歷史和回憶錄可以提供一些鮮為人知
的資料和歷史細節，訂正某些史料中的訛
誤，解釋歷史背後的故事，解讀歷史人物的
所思所想。

口述史和回憶錄不僅是抗戰史研究的重要
資料，其本身也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和感染
力，是抗戰史研究和宣傳教育的重要資源，
也是資政育人的生動教材。

料2025年完成
任貴祥表示，這個課題的工作量非常大，
是一個系統工程，預計到2025年完成。其
中的重要內容，特別是抗戰老戰士的採訪，
時間非常緊迫，因為這些老戰士年紀都大
了，健在同時能接受口述採訪的人數現在已

經不多，所以這個工作是帶有搶救性質的。
隨着時光的流逝，親歷抗戰的老戰士等越來
越少，抗戰口述史料的徵集整理與研究更加
刻不容緩。
任貴祥透露，中央黨史研究室和全國黨史

部門近年開展了一系列抗戰的黨史資料徵集
工作。比如山西黨史部門徵集了上千萬字的
八路軍抗戰史料，江蘇黨史部門徵集整理了
400多位新四軍將士的口述資料，山東黨史
部門徵集整理出版了100多位八路軍將士的
口述資料。

逾400人植樹慶港大深院5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深港兩地一衣帶水、血脈相連。為
迎接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同時慶祝港

大深圳醫院開業五周年，醫院昨晨8時
隆重舉行升旗儀式和植樹活動，全院
400 多位深港員工共同參與了植樹及
「綠色醫療 花香深港」紀念碑揭牌活
動。
院長盧寵茂教授在升旗儀式上說道：

「作為深港攜手推動醫療改革的試點，
港大深圳醫院融會深港文化，既傳承香
港大學百年明德格物的基因，也流淌着
深圳特區改革創新的血液。醫院全體同
事共同努力的目標，就是希望開創一個
公平、透明而高效的公立醫院新模式，
全力營造公平、公益、兼顧質量和效率

的綠色醫院文化，這就是『綠色醫療』
的理念。」他表示，未來五年，醫院將
全力發展醫、教、研三位一體，爭取為
國家醫療改革交出一份新答卷。
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認為，港大深圳

醫院的成立對於香港大學和深圳市政府
是個「雙贏」的選擇。對於香港大學來
說是「一項可喜的積極挑戰」。五年
來，深港兩地團隊用心血澆灌着一顆種
子，這顆種子正逐漸破土發芽、茁壯成
長。這個深港合作的項目歷史意義深
遠，他相信，深港兩地員工付出的心血
已經得以回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四川
茂縣「6．24」疊溪鎮新磨村山體突發
高位垮塌災害遇難人員哀悼儀式昨日舉
行。上午10時，在疊溪鎮較場村上場
口營盤地，遇難者家屬、黨政幹部、武
警官兵等400多人面向災害現場，默哀
三分鐘、鳴笛一分鐘。截至6月28日，
軍隊和武警部隊日均出動1,070人，累
計疏散安置民眾720餘人。
上月24日，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茂

縣疊溪鎮新磨村新村組富貴山山體突發
高位垮塌。截至目前，此次災害共造成
10人遇難、73人失聯。

四川悼塌山泥遇難者

內地加強網絡節目審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網絡
視聽節目服務協會昨日發佈《網絡視聽節目
內容審核通則》（下稱通則）。通則表示，
網絡視聽節目服務相關單位在網絡視聽節目
內容審核方面，應堅持先審後播和審核到位
原則。
通則指出，網絡視聽節目服務相關單位應

建立內容播前審核制度、審核意見留存制度
及工作程序，配備與業務發展需要相適應的
審核員，以及相應的審看設施。審核員審核
節目時應完整審看包括片頭片尾在內的全部
內容，每部網絡劇、微電影、網絡電影、影
視類動畫片、紀錄片應由不少於3人的審核
員審核。
通則還要求，網絡視聽節目服務相關單

位努力傳播體現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體現
中華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思
想性、藝術性、觀賞性有機統一的優秀作
品。專業類網絡視聽節目應堅決反對天價
追星、無聊遊戲、奢華盛宴等不良風氣，
不得借真人秀節目炒作包裝明星子女。

按照中央安排，從2016年年初開始，地方各級領導班子自下而
上集中換屆。去年10月底起，省級黨代會陸續召開，省級黨

委展開換屆工作。31個省區市中，最早召開黨代會的是去年10月
29日開幕的新疆，最後是上月25日開幕的湖北，前後持續八個
月。
在本次地方黨委換屆之前，中央明確用人導向，中組部常務副部
長陳希曾撰文強調，要糾正「四唯」──「唯票（民主推薦票）、
唯分（競爭性選拔分數）、唯生產總值、唯年齡取人」等偏向，根
據不同地區、不同層次、不同部門的特點，按照不同領導職務的職
責要求，準確把握幹部的特殊條件，綜合考慮幹部的專業、經歷、
性格、氣質與崗位匹配度，以增強選人用人的準確度和黨組織領導
把關的科學性。

85新晉常委多為「60後」
據記者統計，現任31名省區市黨委書記平均年齡為59.9歲，比
2012年7月十八大前時任31名省委書記的平均年齡（58.1歲）有所
增長，大部分為「55後」，只有4人係「60後」，分別為黑龍江省
委書記張慶偉，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貴州
省委書記陳敏爾。而多省新一屆常委班子的平均年齡水平也明顯高
於上一屆，新一屆新疆黨委常委平均年齡為56.4歲，比五年前平均
年齡大4歲。河南省委常委新班子平均年齡為56.4歲，亦較五年前
平均年齡大2歲。這體現了中央不簡單以年齡劃線，提拔幹部不唯
年輕化的務實導向。
此次換屆，共有375人入選省級黨委常委班子，其中85人是新晉常
委，這85人絕大多數都是「60後」，「50後」和「70後」也各有2
人，顯示年富力強的「60後」正逐步成為正省部後備的中堅力量。
此外，地方經驗和專業化水平也是今次人事佈局的一個重要標
尺。黨委一把手需要有總攬全局的能力，因此，不但要有較高的知
識水平，還要經歷多個崗位的歷練，積累如組織幹部、綜合經濟、
區域經濟、政法等崗位的領導工作經驗。新當選的31名省委書
記，絕大部分歷經地方歷練，且26人擁有碩士以上學位，其中10
人為博士學位。如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為經濟學博士，當過三個市
長、兩個市委書記、還有組織部長經歷；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北大
畢業，不僅有近二十年西藏工作經歷，還當過三省省委書記……新
晉85名新常委中，18人擁有博士學位，很多有過地市級黨政一把
手經歷，堪稱內功扎實、歷練過硬。

31個省級黨委換屆收官 兩成新面孔
多數入選者兼具經驗學歷 為十九大人事做鋪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隨着壓軸召

開黨代會的湖北省選舉產生新一屆省委常委，內地31

個省區市黨委換屆工作順利收官。經過長達8個月的換

屆工作，此輪共有375名官員入選省級黨委常委班子，

其中超過兩成係首次「入常」的新面孔，「60後」是

主流；而新當選的64名省委書記，絕大部分擁有地方

經驗和高級專業學歷。這些歷練豐富又具備多種專業

背景的管理能手上位，將為下半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大

做組織準備和人事鋪墊。

政治局七常委皆當選十九大代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選人俞正

聲前日當選中共十九大代表。至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已全
部當選十九大代表。
中組部去年11月透露，中央明確，十九大代表名額共2,300名，
比十八大時增加30名。按照慣例，中央將確定一部分已退出領導
崗位的老黨員作為特邀代表出席大會。
中組部還表示，十九大召開前夕，要由十九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
會對代表進行資格審查。

■是次當選的省委書記，絕大部分都擁有高級專業學歷。左起為蔡奇、孫政才、張慶偉。 資料圖片

■通則要求節目單位不得借真人秀節目炒
作包裝明星子女。圖為真人秀《爸爸去哪
兒》海報。 資料圖片

■逾400人植樹慶港大深圳醫院開業五周
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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