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開創全面從嚴治黨新局面
中紀委二次全會開幕 強調「老虎露頭就打」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共

產黨第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

次全體會議昨日在北京開幕。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

平在會上強調，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

時代，完成偉大事業必須靠黨的領導，

黨一定要有新氣象新作為。要全面貫徹

黨的十九大精神，重整行裝再出發，以

永遠在路上的執着把全面從嚴治黨引向

深入，開創全面從嚴治黨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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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指出，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要全
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以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增強「四個意識」，堅
定「四個自信」，緊緊圍繞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
領導，緊緊圍繞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
導，全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
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把制度建設貫穿其
中，深入推進反腐敗鬥爭，在堅持中深化、在深
化中發展，實現黨內政治生態根本好轉，不斷增
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為決勝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
堅強保證。

維護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習近平強調，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是引領
偉大鬥爭、偉大事業、最終實現偉大夢想的根本
保證。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
領導。堅持黨的領導，最根本的是堅持黨中央權
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我們要乘勢而上，牢牢把握
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
設這條主線，發揮標本兼治綜合效應，確保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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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強調，全面從嚴治黨必須持之以恒、毫
不動搖。受國際國內環境各種因素的影響，我們
黨面臨的執政環境仍然是複雜的，影響黨的先進
性、弱化黨的純潔性的因素也是複雜的。黨的隊
伍和自身狀況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化，迫切要求
提高黨的建設質量、增強黨組織的政治功能和組
織功能。我們要堅持問題導向，保持戰略定力，
以「越是艱險越向前」的英雄氣概和「狹路相逢
勇者勝」的鬥爭精神，堅定不移抓下去。
習近平指出，要堅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
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黨中央作
出的決策部署，所有黨組織都要不折不扣貫徹落
實，始終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
治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任何時候任何
情況下，黨的領導幹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穩、靠
得住，對黨忠誠老實、與黨中央同心同德，聽黨
指揮、為黨盡責。要深刻認識共產主義遠大理想
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辯證關係，既不
能離開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民族復
興的現實工作而空談遠大理想，也不能因為實現
共產主義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就諱言甚至丟掉
遠大理想。

糾正形式主義 一把手負總責
習近平強調，要鍥而不捨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
神，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要繼續在常
和長、嚴和實、深和細上下功夫，密切關注享樂
主義、奢靡之風新動向新表現，堅決防止回潮復
燃。糾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一把手要負總
責。要靠深入調查研究下功夫解難題，靠貼近實
際和貼近群眾的務實舉措抓落實，確保黨中央決
策部署落地生根。加強作風建設必須緊扣保持黨
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繫這個關鍵。領導幹部要堅決
反對特權思想、特權現象，保持對人民的赤子之
心，堅持工作重心下移，撲下身子深入群眾，面
對面、心貼心、實打實做好群眾工作，着力解決
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
習近平指出，要全面加強紀律建設，用嚴明的
紀律管全黨治全黨。要加強紀律教育，使鐵的紀
律轉化為黨員、幹部的日常習慣和自覺遵循。要
完善紀律規章，實現制度與時俱進。各級黨委
（黨組）就要敢抓敢管、嚴格執紀，把全面從嚴
治黨政治責任擔負起來。

掃黑結合反腐 清除「保護傘」
習近平強調，要深化標本兼治，奪取反腐敗鬥
爭壓倒性勝利。標本兼治，既要夯實治本的基
礎，又要敢於用治標的利器。要堅持無禁區、全
覆蓋、零容忍，堅持重遏制、強高壓、長震懾，
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堅決減存量、重點遏增
量。「老虎」要露頭就打，「蒼蠅」亂飛也要
拍。要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嚴厲整治
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要把掃黑除惡同反
腐敗結合起來，既抓涉黑組織，也抓後面的「保
護傘」。要加強反腐敗綜合執法國際協作，強化
對腐敗犯罪分子的震懾。要強化不敢腐的震懾，
扎牢不能腐的籠子，增強不想腐的自覺。要通過
改革和制度創新切斷利益輸送鏈條，加強對權力
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形成有效管用的體制機制。

堅持六個「統一」
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後，我們緊緊

盯住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這個癥結，堅持發
揚我們黨歷史上行之有效的好經驗好做
法，深化對管黨治黨規律的認識、創造新
的經驗，全面從嚴治黨成效卓著。成績來
之不易，經驗彌足珍貴，需要我們長期堅
持、不斷深化。

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相統一，把
堅定理想信念作為根本任務，把制度建
設貫穿到黨的各項建設之中

堅持使命引領和問題導向相統一，既
要在解決人民群眾最不滿意的問題上下
功夫，又要在加強統籌謀劃、強化頂層
設計上着力

堅持抓「關鍵少數」和管「絕大多
數」相統一，既對廣大黨員提出普遍性
要求，又對「關鍵少數」特別是高級幹
部提出更高更嚴的標準

堅持行使權力和擔當責任相統一，抓
住「問責」這個要害

堅持嚴格管理和關心信任相統一，堅
持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

堅持黨內監督和群眾監督相統一，以
黨內監督帶動其他監督，積極暢通人民
群眾建言獻策和批評監督渠道

來源：新華社

習近平在講話中對
紀檢監察機關提出要
求，「執紀者必先守

紀，律人者必先律己」。
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紀

委和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堅決貫徹黨中央決
策部署，忠誠履職盡責，做到了無私無
畏、敢於擔當，向黨和人民交上了優異答
卷。紀檢機關必須堅守職責定位，強化監
督、鐵面執紀、嚴肅問責。執紀者必先守
紀，律人者必先律己。各級紀檢監察機關
要以更高的標準、更嚴的紀律要求自己，
提高自身免疫力。廣大紀檢監察幹部要做
到忠誠堅定、擔當盡責、遵紀守法、清正
廉潔，確保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不被濫
用、懲惡揚善的利劍永不蒙塵。■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十九屆中紀委二次全會昨日在京
召開，當日中紀委通報，去年全國紀
檢監察機關共處分52.7萬人，包括省
部級及以上官員58人。另外，去年共
計追回外逃人員1,300名，追贓金額9.8
億元（人民幣，下同）。

官員外逃勢頭有效遏制
據通報，2017年，全國紀檢監察機
關共接受信訪舉報273.3萬件次，處
置問題線索 125.1 萬件，談話函詢
28.4 萬件次，立案 52.7 萬件，處分
52.7 萬人（其中黨紀處分 44.3 萬
人）。處分省部級及以上幹部58人，
廳局級幹部3,300餘人，縣處級幹部
2.1萬人。
中紀委還通報，2017年共計追回外
逃人員1,300名，其中黨員和國家工作
人員347人，包括「百名紅通人員」14

名，追贓金額
9.8億元。追逃
追贓的同時，
防逃的制度籬
笆 也 越 紮 越
牢。2017年新
增外逃國家工
作人員僅有 4
人，與2014年
的 101 人 、
2015 年 的 31
人、2016年的
19人相比，連
續大幅下降，
涉嫌違紀違法
官員外逃勢頭
得到有效遏制。
中紀委稱，經過三年多不懈努力，

追逃追贓取得了重大階段性成果，但
仍有涉嫌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外逃的

國家工作人員800餘人在逃，約70%剩
餘外逃人員和90%剩餘「百名紅通人
員」藏匿在美加澳新，不少人已取得
當地合法身份，追逃追贓任重道遠。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腐敗
現象跨越歷史與國界，這一世界性難
題是當前全球治理的熱點領域。反腐
「風暴」蕩滌政治生態過程中，中國
沒有「閉門造車」，而是以寬廣的眼
界研究和借鑒世界範圍內反腐敗有益
經驗，一些國家的「金點子」「好辦
法」被創造性吸納。
中國反腐敗取得的成績是歷史性

的，中共十九大後，又有多名省部級
官員應聲落馬，顯示自我淨化並未歇
腳止步。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
副主任莊德水說，通過借鑒國際上的
成功經驗和做法，中國反腐工作獲得
新啟示、新能量。
為了防範公職人員腐敗，新加坡、

日本、法國、澳洲等多國都有嚴格的
法律法規和制度設計，以確定公職人
員的廉政義務，防止公職人員濫用職
權和徇私舞弊。
莊德水說，中國也在不斷紮緊制度

籠子，構建長效機制，特別是落實中
央八項規定精神，把糾正「四風」的
要求融入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
準則、廉潔自律準則，寫入黨內監督
條例、黨紀處分條例等黨內法規，不

斷健全作風建設制度體系。

構建監察體系 覆蓋公職人員
中國也借鑒一些科學的理論研究成

果為自己的反腐提供新能量。
以近年來中國反腐敗研究中的「熱

詞」——「權力尋租」為例，這是目
前中國學術界對於腐敗成因分析的基
本理論之一。莊德水說，它源於西方
經濟學家提出的「尋租理論」，也成
為中國腐敗研究領域最為核心和集中
的主題之一。
當前，中國正在深化國家監察體制

改革，其目標是加強黨對反腐敗工作
的統一領導，構建集中統一、權威高

效的監察體系，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
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中國人民
大學反腐敗與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毛昭暉表示，這一重大改革舉措將使
依規治黨與依法治國、黨內監督與國
家監督、黨的紀律檢查與國家監察有
機統一。
從借鑒其他國家的理論、制度到運

用先進實踐手段，越來越多的「金點
子」「好辦法」運用在中國的反腐倡
廉行動中。毛昭暉說，這顯示了中共
堅定推進反腐敗鬥爭的決心，將助力
中國反腐敗工作從治標走向標本兼
治，同時，也為全球反腐敗治理提供
了中國智慧。

執紀先守紀
律人先律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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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紀委：去年處分逾50萬人

世界「金點子」助中國反腐標本兼治

■■習近平出席十九習近平出席十九
屆中央紀委二次全屆中央紀委二次全
會並發表重要講會並發表重要講
話話。。 新華社新華社

■福建的紀檢監察幹部（右）向居民介紹信訪舉報聯繫卡使用
方法。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紀檢
監察報》報道，中共十九大報告
指出，凡是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
都要嚴肅認真對待，凡是損害群
眾利益的行為都要堅決糾正。黨
中央堅定反腐是人民群眾的信心
所在，群眾的支持是各級黨組織
堅定反腐的最大動力。北京大學
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
說，老百姓更關注能否解決自己
身邊的腐敗問題。「大老虎」畢
竟離他們比較遠，解決身邊的問
題更重要。
福建省安溪縣蓬萊鎮紀委書記

林木象給記者講了自己的切身體
會：以前任鄉鎮紀委書記時到村
裡核查村幹部的問題，群眾往往
不理不睬，有的甚至直言我們與
村幹部「官官相護」，工作難以
開展。這幾年專司主責主業後，
為群眾解決了一些實際問題。有
次下午剛到一個村宣佈完對村幹
部的處分決定，晚上就收到群眾
「感謝你們為民做主」的短信。
「那一刻，既難過又感動。」

民眾盼反腐高壓保持住
「身邊的腐敗還遠沒到根除的地步，希

望反腐敗的高壓態勢能夠保持住」，不論
是幹部還是群眾，都對記者表達了同樣的
心願。
「扶貧領域違紀問題，有的雖然涉案金
額不大，但影響非常惡劣，嚴重損害黨
群、幹群關係，必須嚴肅查處。」中央紀
委信訪室有關負責人曾表示，脫貧攻堅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今後還要
抓住反映扶貧領域涉嫌違紀問題信訪舉報
督辦工作不放，繼續加大對反映侵吞挪
用、剋扣強佔扶貧資金問題信訪舉報的督
辦力度，推動查處膽敢向扶貧款物伸手的
違紀行為。「對侵害群眾利益問題決不放
過！」他最後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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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在深化
國家監察體制改
革。圖為浙江省
建德市監察委員
會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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