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執紀越嚴一案雙查 剎住享樂奢靡風氣

南方日報：
以「三個一以貫之」做好新時代答卷
香港文匯報訊 新年伊始，習近平

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
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
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
表重要講話，深刻闡述堅持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要一以貫之，推進黨
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要一以貫之，增
強憂患意識、防範風險挑戰要一以貫
之，為全黨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十九大精
神，為在新的更高起點上做好新時代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答卷提
供了根本遵循。
《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

章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
話，貫通歷史和現實，關聯國際和
國內，結合理論與實際，高屋建

瓴、大氣磅礡、內涵豐富、思想深
邃，對於推動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把
思想統一到十九大精神上來，把力
量凝聚到實現十九大確定的目標任
務上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文章續指出，勇於自我革命，從嚴

管黨治黨，是中國共產黨最鮮明的品
格。在統攬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
大事業、偉大夢想中，起決定性作用
的是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必須一以貫之進行下去。我們要發揮
徹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培元固本、開
拓創新，把住關鍵重點、形成整體態
勢，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
列、人民衷心擁護、勇於自我革命、
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
克思主義執政黨。

文章進一步指出，當前，中國正處
於一個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發展
形勢總的是好的，但前進道路不可能
一帆風順，越是取得成績的時候，越
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謹慎，越是要有居
安思危的憂患，絕不能犯戰略性、顛
覆性錯誤。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面
對波譎雲詭的國際形勢、複雜敏感的
周邊環境、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
任務，我們要繼續進行具有許多新的
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準備戰勝一切
艱難險阻，朝着我們黨確立的偉大
目標奮勇前進，既要有防範風險的
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
的高招；既要打好防範和抵禦風險
的有準備之戰，也要打好化險為
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戰。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在「全面從嚴治黨再出
發系列綜述之三」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來，習
近平總書記從自身做起、率先垂範，帶頭執行八
項規定，為全黨樹典範。中央紀委要求各級紀檢
監察機關帶頭把自己擺進去，首先查找自身存在
問題，做到打鐵必須自身硬。隨着全面從嚴治黨
的不斷深入，種種信號表明：越往後執紀越嚴。

「四風」露頭人人喊打
數據是最有力的證明。中央八項規定實施以來，

截至2017年11月，全國共查處違規公款吃喝、送
禮、旅遊（國內）三類突出問題共計4.76萬起。違
紀發生數量從2013年、2014年的共3.22萬起，下
降至2017年的1,900多起，總體呈逐年大幅下降趨
勢，基本剎住面上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問題。

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上，「『四風』曝光
台」一欄嚴肅而醒目。
2017年，以中央紀委名義通報曝光7批共47

起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典型問題；對2016年
以後發生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行為受到黨政紀
處分的，不論職務高低，原則上都點名道姓通報
或曝光。
與此同時，不斷加大問責力度，突出「一案

雙查」，倒逼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幹部落實主體責
任和監督責任。2017年1月至11月，全國因違
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被問責的領導幹部共
7,700餘人。
種種信號表明：越往後執紀越嚴。對查處的

典型問題，點名道姓通報曝光，在全國範圍形成
了「四風」露頭人人喊打的高壓氛圍。

立規明矩推動作風建設
2017年 10月 27日，黨的十九大閉幕後第3

天，新一屆中央政治局首次召開會議就審議了一
份重要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貫徹落實中
央八項規定實施細則》，再次向全黨全社會釋放
出強烈信號，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
立規明矩，為黨員幹部劃出行為邊界，為紀檢

監察提供執紀依據。黨中央注重頂層設計，圍繞
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制定出台了《黨政機關
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等重要黨內法規。注重
制度的細化配套，面向全國出台完善了公務接
待、辦公用房、因公出國等方面的具體規定；各
地區各部門普遍結合自身實際制定了貫徹落實中
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實施辦法、細則及配套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中國審計署審計長胡澤君昨日在
北京召開的全國審計工作會議上
表示，中共十八大以來，不斷深
化經濟責任審計，全國共審計領
導幹部逾16萬名，查出負有直接
責任問題金額逾1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
數據顯示，5年來，全國共移送

違法違紀問題線索2.35萬件，涉
及4.3萬多人，共審計領導幹部16
萬餘名，查出負有直接責任問題
金額逾1萬億元。
胡澤君指出，我們在2017年8月

至10月，組織全國1萬多名審計人
員，按項逐條對審計查出問題的整

改情況進行跟蹤督促檢查，涉及全
國100多個中央部門和4,000多家單
位，有關地方、部門和單位通過上
繳國庫、補徵稅款、收回貸款和結
轉結餘等方式整改4,800多億元，整
改率達到95%，處理處分8,100多
人次。
胡澤君說，從今年起到 2020

年，每年要實現1,000多萬人口脫
貧。我們要持續組織開展扶貧審
計，實現對貧困地區審計全覆
蓋，重點關注精準扶貧、精準脫
貧政策措施落實情況，揭露扶貧
資金被挪用濫用、貪污侵佔等問
題，揭露搞形式主義、弄虛作假
甚至失職瀆職等問題。

昨日，多名來自扶貧攻堅
一線的縣委書記出席國務院
新聞辦舉行的扶貧攻堅中外

記者見面會，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多項讓百姓「沒想到」的精準扶貧政策和措施受到
了基層群眾的歡迎，讓貧困群眾着實得到了好處。
四川省布拖縣是深度貧困區，貧困發生率達

33%，貧困人口5.7萬，當地路水電通信等基礎設
施薄弱，「看不見的精神貧困」是當前該地區脫貧
攻堅的難點。縣委書記沙文介紹，在解決貧困人口
安全住房問題上，除了國家實施了易地扶貧搬遷，
布拖縣還推出彝家新寨建設、危房改造等一系列政
策，讓百姓發出「自己的父母都不可能這樣做」的
感慨。

修通村路讓百姓出門不再一身泥灰，村村建設
幼兒園……諸多扶貧舉措，讓布拖縣人民「沒想
到」。隨着電商扶貧在當地的推廣，沙文介紹，當

地因地制宜，以到農民家上門收購農特產品方式推
進貧困縣的產業發展，使布拖縣離脫貧奔康的目標
越來越近。

健康扶貧最受歡迎
沙文介紹，布拖縣深入推進健康扶貧，通過四

川省推出的四項基金政策，衛生扶貧基金、大病
救助基金、教育扶貧基金等補齊了政策短板，真
正意義上實現了看病不用錢。對於正在脫掉貧困
縣帽子的陝西省柞水縣而言，最受歡迎的扶貧措
施莫過於健康扶貧。柞水縣縣委書記陳璇介紹，
柞水縣因病致貧的貧困人口比例達30.2%，群眾
對健康扶貧期待值非常高。通過創新健康扶貧措
施，建立保障制度，實施「先診療後付費」制
度，減免貧困戶看病和住院費用，提高報銷比
例。當前，該縣貧困戶醫療報銷比例已達90%
以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笑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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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措施精準
困難群眾「沒想到」

審計署：5年查出問題金額超萬億

房峰輝涉行賄受賄落馬
今年第一隻「軍老虎」落網 彰顯中央依法治軍決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沖 北京報道）據新華社消

息，日前，經黨中央批

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

軍事委員會委員房峰輝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原

委員、中央軍委聯合參謀

部原參謀長）因涉嫌行

賄、受賄犯罪 ，被移送軍

事檢察機關依法處理。專

家指出，房峰輝的落馬，

彰顯出中央刮骨療毒、壯

士斷腕的反腐決心，體現

中共十九大後，中國在推

動全面從嚴治黨、依法治

軍的落實上不會停步。

房峰輝簡歷
1951年4月生，陝西彬縣人，1975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
黨，1968年2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國防研究
系戰略指揮專業畢業，西安政治學院法律專業畢業。

2003年12月—2007年05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廣州軍區參謀長。

2007年06月—2009年10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區司令員。

2009年10月01日
擔任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閱兵式總指揮。

2012年10月—2012年11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2012年11月—2013年02月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
長。

2013年03月—2015年12月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
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2015年12月—2017年08月
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
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

2018年1月
因涉嫌行賄、受賄犯罪，被移送軍事檢察機關依法處理。

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七、十八屆中央委員。

資料來源：新華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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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21日下午，房峰輝以軍委
聯合參謀部參謀長的職務最後一

次公開露面，是在八一大樓會見泰國武
裝部隊最高司令素拉蓬。但僅僅5天後
的8月26日下午，官方就披露「中央軍
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在塔吉克斯
坦首都杜尚別會見了參加第二屆『阿中
巴塔』四國軍隊反恐合作協調機制高級
領導人會議的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巴傑
瓦」。這意味着房峰輝已不再擔任軍委
聯合參謀部參謀長一職，此後便在公眾
視線中「消失」一百多天，官方一直沒
有公佈其去向。
去年9月6日，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出
席中共十九大代表名單公佈，同為十
八屆中央軍委委員的房峰輝、張陽均
未進入名單。去年10月24日，十九大
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央委員會，房峰輝
與張陽亦未當選。當時外界就有傳言
指，房峰輝、張陽的「消失」及落選
十九大代表，是兩人「出問題」的信

號。
去年11月28日，新華社發佈消息：

2017年8月28日，經黨中央批准，中
央軍委決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
事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
原委員、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
張陽進行組織談話，調查核實其涉郭
伯雄、徐才厚等案問題線索。經調查
核實，張陽嚴重違紀違法，涉嫌行賄
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犯罪。接受
組織談話期間，張陽一直在家中居
住。2017年11月23日上午，張陽在家
中自縊死亡。

曾是七大軍區最年輕司令
在隨即幾天後召開的國防部例行記

者會上，有記者問，官方公佈張陽在
調查期間自殺身亡，有傳聞前總參謀
長房峰輝也在同一天接受調查，可否
證實，目前情況怎樣？對此，國防部
新聞發言人吳謙回應稱，「你談到的

這個情況，我不了解」。
隨着昨日官方新聞的發佈，傳聞中

的「靴子」終於落地，房峰輝成為
2018年落馬的第一隻「軍老虎」。房
峰輝曾歷任廣州軍區參謀長、北京軍
區司令員，曾擔任過國慶60周年閱兵
總指揮，曾是七大軍區最年輕司令和
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首任參謀長的明
星上將。據「俠客島」報道，房峰輝
與此前畏罪自殺的張陽曾是廣州軍區
的老搭檔。房峰輝2003年至2007年擔
任廣州軍區參謀長，張陽於2004年至
2007年擔任廣州軍區政治部主任，兩
人在同一個班子中工作了四年。2012
年，他們又分別執掌解放軍總參謀
部、總政治部兩大部門。

中央續保持高壓反腐態勢
習近平主席在中共十八大後曾強調，

「軍委的同志要旗幟鮮明的反對腐敗，
帶頭遵守廉潔自律各項規定，帶頭遵守

中央關於領導幹部工作和生活待遇等方
面的規定，切實抓好分管單位和部門的
黨風廉政建設。我們不僅要管好自己，
而且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邊的工作人
員，決不謀私利，決不搞特權。」
中國人民大學反腐敗與廉政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毛昭暉教授向香港文匯報
指出，中共十九大報告再次提出，反
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複雜。這些信
息都透露出了中央對中共十九大以後
反腐敗形勢的基本判斷，即未來四到
五年，中央繼續保持高壓反腐態勢。
毛昭暉指出，對房峰輝等的查處，

彰顯出中央反對軍隊腐敗刮骨療毒、
壯士斷腕的決心，這給全黨全國人民
以信心，中央反腐敗沒有死角，即使
有些幹部是十八大後新提拔起來的，
甚至是被重用的或者是政壇新星，但
只要有問題，該查處還是會被查處。
這體現出中央全面從嚴治黨、依法治
軍不會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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