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欺騙中央以權謀私 原中宣副部長魯煒被雙開

孫政才涉受賄 津檢察院提公訴
利用職務便利 為他人謀取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通社報道，

最高人民檢察院昨日發佈消息指，第十八屆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員、重慶市委原書記孫

政才涉嫌受賄一案，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偵

查終結，經依法指定管轄，移送天津市檢

察院第一分院審查起訴。近日，天津市檢

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市第一中級法院提起

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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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研發經費投入1.75萬億
華居全球第二僅次美

去年7月24日，孫政才涉嫌嚴重違紀，中共中央決
定，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審查。

同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中共中
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孫政才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
告》，決定給予孫政才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將其
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據悉，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階段依法告知被告人孫政
才享有的訴訟權利，並訊問孫政才，聽取其辯護人的意
見。天津市檢察院第一分院起訴指控：孫政才利用其擔
任中共北京市順義區委書記、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書
長、農業部部長、中共吉林省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
員、重慶市委書記等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巨額財物，依法應當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
責任。

重慶轟政治野心私慾膨脹
另據《重慶日報》報道，該市市委常委會前日召開擴

大會議，傳達學習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對孫政才涉嫌犯
罪提起公訴的通報精神。會議強調，要切實把思想和行
動統一到中央精神上來，堅決維護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
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決貫徹黨中央關於全面從
嚴治黨的戰略部署，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
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會議指出，孫政才政治野心和個人私慾極度膨脹，
「十個必須」條條觸犯，「七個有之」樣樣皆佔，腐化
墮落、觸犯法律，是黨的十八大後仍然不收斂、不收
手，問題嚴重突出、群眾反映強烈、佔據重要崗位的腐
敗分子典型，嚴重損害黨的形象，嚴重損害國家利益，
嚴重損害法律尊嚴，必須依法予以嚴懲。

受賄行為覆蓋任職15年
孫政才曾任北京市農林科學院土肥所所長、黨支部書

記、副院長、黨委副書記；北京市順義縣委副書記、縣
長；北京市順義區委副書記、區長、區委書記；北京市
委常委、秘書長兼市直機關工委書記；吉林省委書記；
重慶市委書記等職。
從檢察機關公佈的起訴指控也可以看到，從開始擔任
北京市順義區委書記開始，一直到他官至副國級的中央
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他的受賄行為幾乎覆蓋了
過去15年間，他擔任過的所有職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正義網報道，「撈
了就跑」行為嚴重損害國家利益。昨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局四
局局長宋寒松在作客高檢網與正義網聯

合推出的「最高檢廳局長系列訪談」時
表示，檢察機關持續推進職務犯罪國際
追逃追贓工作，重點抓「百名紅通人
員」追逃追贓工作，注重做好對歸案
「紅通人員」的後續偵辦和追贓工作。
宋寒松表示，檢察機關曾多次派員參
加中央追逃辦有關案件協調會和推進
會，研究徐進、喬建軍、肖建明等「百
名紅通人員」的遣返和追贓工作。通過
公安部有關部門向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
家中心局申請辦理徐進、劉芳紅色通報
延期。
目前，「百名紅通人員」歸案已經過

半。在宋寒松看來，「紅通人員」歸案
並不意味着工作結束，要注重做好後續
工作。宋寒松介紹，檢察機關通過加強

與浙江省院的聯繫，指導做好楊秀珠案
的後續偵辦和追贓工作。積極與新加坡
方面保持溝通聯繫，繼續做好李華波案
件資產返還及後續工作。「在中央追逃
辦牽頭下，我們還派員專程赴港，研究
和部署對港執法合作，推動重點個案執
法合作。」他補充說。

遏制地下錢莊違法活動
地下錢莊是不少嫌疑人轉移資金的

重要渠道。對此，宋寒松表示，去年
一年，檢察機關深入開展預防、打擊
利用離岸公司和地下錢莊轉移贓款專
項行動，堅決遏制地下錢莊違法犯罪
活動的高發勢頭，最大限度阻斷貪污
賄賂等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收益的轉

移通道。
談及違法所得沒收工作情況，宋寒

松表示，檢察機關與中央追逃辦、最
高法等聯合開展了適用違法所得沒收
程序專項行動，對適用違法所得沒收
程序開展境內外追贓工作進行部署，
組織人員赴遼寧、吉林、上海、湖北
等地開展調研，推動違法所得沒收工
作開展。
同時，宋寒松表示，檢察機關加強督
辦指導工作，派相關人員赴重點省份加
強督導，加大偵查、起訴和偵查終結的
督辦、指導力度，對已歸案案件的處理
加強審查、指導，嚴格依法兌現政策，
最大程度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
會效果的統一。

最高檢官員：做好歸案「紅通」追贓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央紀
委近日印發《關於在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
強化監督執紀問責的意見》，要求找準掃
黑除惡與反腐「拍蠅」工作的結合點，重
點查處三類問題。
《意見》強調，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
堅持把掃黑除惡同反腐敗鬥爭和基層
「拍蠅」結合起來，作為整治群眾身
邊腐敗問題的一個重點，強化監督、
鐵面執紀、嚴肅問責，堅決衝破「關
係網」、打掉「保護傘」；加強與政
法機關的協作配合，及時排除辦案干

擾和阻力，協同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
深入開展。
《意見》要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

堅持問題導向，找準掃黑除惡與反腐
「拍蠅」工作的結合點，緊盯涉黑涉惡
問題突出、群眾反映強烈的重點地區、
行業和領域，重點查處以下三類問題：
一是發生在群眾身邊的黨員幹部和其他
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涉黑涉惡腐敗問
題；二是黨員幹部和其他行使公權力的
公職人員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問
題；三是地方黨委和政府、政法機關、

相關職能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推動掃黑除
惡專項鬥爭工作不力問題。

拓寬監督舉報渠道
《意見》要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

拓寬監督舉報渠道，認真受理有關涉黑
涉惡腐敗問題的舉報反映。發揮巡視巡
察利劍作用，着力發現問題。規範問題
線索處置，加強核查督辦，確保件件有
着落。充分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
態」，對苗頭性問題早警示、早糾正、
早處理。會同政法機關建立問題線索雙

向移送、反饋機制，對已偵破的涉黑涉
惡違法犯罪案件中有「保護傘」的，逐
案過篩、擴線深挖，揪出背後的「保護
傘」和腐敗分子，一查到底，確保除惡務
盡。對在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期間頂風違
紀、不收斂不收手的，從嚴從快處理。
選擇典型案例公開通報曝光，形成有力
震懾。
《意見》強調，以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

點工作全面推開為契機，推動工作向基層
延伸，進一步加強對基層行使公權力公職
人員的日常監督和教育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經中共
中央批准，中紀委分別對中央宣傳部原副
部長、中央網信辦原主任魯煒及山東省政
府原黨組成員、副省長季緗綺嚴重違紀問
題進行了立案審查。
經查，魯煒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
矩，陽奉陰違、欺騙中央，目無規矩、肆
意妄為，妄議中央，干擾中央巡視，野心
膨脹，公器私用，不擇手段為個人造勢，
品行惡劣、匿名誣告他人，拉幫結派、搞
「小圈子」；嚴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
和群眾紀律，頻繁出入私人會所，大搞特
權，作風粗暴、專橫跋扈；違反組織紀
律，組織談話函詢時不如實說明問題；違
反廉潔紀律，以權謀私，收錢斂財；違反
工作紀律，對中央關於網信工作的戰略部
署搞選擇性執行；以權謀色、毫無廉恥。
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
巨額財物涉嫌受賄犯罪。
魯煒身為黨的高級幹部，理想信念缺
失，毫無黨性原則，對黨中央極端不忠

誠，「四個意識」個個皆無，「六大紀
律」項項違反，是典型的「兩面人」，是
黨的十八大後不收斂、不知止，問題嚴重
集中，群眾反映強烈，政治問題與經濟問
題相互交織的典型，性質十分惡劣、情節
特別嚴重。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
例》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會議

研究並報中共中央批准，決定給予魯煒開
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違紀所
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線索及所涉款物
移送有關國家機關依法處理。

季緗綺侵吞巨額公共財物
經查，季緗綺嚴重違反政治紀律，轉

移涉案款物，對抗組織審查；違反組織
紀律，不按規定報告個人有關事項；違
反廉潔紀律，收受禮品，低價購買住
房，違規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職
務上的便利非法侵吞巨額公共財物涉嫌
貪污犯罪，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巨額
財物涉嫌受賄犯罪。
季緗綺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喪失理

想信念，貪慾膨脹，中飽私囊，嚴重違反
黨的紀律，並涉嫌違法犯罪，性質惡劣、
情節嚴重。
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

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
並報中共中央批准，決定給予季緗綺開
除黨籍處分，由監察部報國務院批
准，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免去其第
十一屆山東省委委員職務；終止其山
東省第十一次黨代會代表資格；收繳
其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線
索及所涉款物移送有關國家機關依法
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家統計
局昨日發佈數據稱，根據科技綜合統計年快
報初步測算結果，2017年中國研究與試驗發
展（R&D）經費投入總量為17,500億元（人
民幣，下同），僅次於美國。
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是指統計年度內全社

會實際用於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
的經費支出。包括實際用於研發活動的人員
勞務費、原材料費、固定資產購建費、管理
費及其他費用支出，一般被用於評價一個國
家的科研實力和創新能力。
縱向來比，2017年，中國研發經費投入

總量比上年增長11.6%，增速較上年提高1
個百分點。橫向比，中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
目前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
2017年，中國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研發

經費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12%，較上
年提高0.01個百分點。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研

發經費投入強度持續提升。2014年中國研
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 2.02%，首次突破
2%；2016年為2.11%，2017年進一步上升
至2.12%後，已經比2012年提高了0.21個
百分點。

中紀委：衝破「關係網」打掉「保護傘」

■■孫政才涉嫌受賄一案孫政才涉嫌受賄一案，，天津市檢察天津市檢察
院第一分院近日向天津市第一中級法院第一分院近日向天津市第一中級法
院提起公訴院提起公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宋寒松 資料圖片

■■魯煒魯煒（（左左））
及季緗綺及季緗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7年中國研發經費投入居全球第二。
圖為天津開發區大力發展高端醫療器械產業
集群，企業員工向醫療大數據系統內錄入病
例。 資料圖片

孫政才簡歷
孫政才，男，漢族，1963年9月生，山東榮

成人，1987年5月參加工作，1988年7月加入
中國共產黨，中國農業大學農學專業畢業，研
究生學歷，農學博士學位，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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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萊陽農學院農學系農學專業
學習

北京市農林科學院、北京農業大學
作物栽培與耕作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歷任北京市農林科學院土肥所所
長、作物所玉米研究室副主任、
黨委副書記、黨支部書記、常務
副院長（主持工作）、副院長

中國農業大學農學專業在職研究
生學習，獲農學博士學位

歷任北京市順義縣委副書記、縣
長、代縣長，順義區長、區委書
記、區委副書記

北京市委常委、秘書長兼市直機
關工委書記

農業部部長、黨組書記

歷任吉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
會主任

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