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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強連任最高法院長
張軍掌最高檢

楊曉渡掌國家監察委
曾強調「非超級機構」會保持反腐高壓態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

會報道）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

會議昨日上午舉行的第六次全體

會議上，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

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委副書記楊

曉渡，當選首任國家監察委員會

主任。

最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規定，在
「國家機構」中新增「監察委員

會」，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地方各
級監察委員會，國家監察委員會是最
高監察機關。首任國家監察委員會主
任的人選，由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第一次會議主席團提名，經各代
表團醞釀協商，根據多數代表的意
見，主席團會議最終確定正式候選人
名單為楊曉渡，並提請全體會議進行
選舉。在當日的選舉中，共發出國家
監察委員會主任選舉票2,966張，收回
2,966 張，楊曉渡得到 2,953 張贊成
票，6票反對，7票棄權，得票率高達
99.56%。

中央和地方紀檢均有經驗
當選首任監察委主任的楊曉渡，出生
於1953年10月，上海人，曾在西藏任
職20多年，在中央和地方紀檢系統均
有工作經驗。他早年在安徽做知青，
1976年從上海中醫學院畢業後進藏任
職於那曲地區醫藥公司，1986年轉入
仕途，歷任西藏那曲地區行署副專員、
昌都地委副書記、西藏自治區財政廳廳
長等，1998年，45歲的楊曉渡晉升副
省級，擔任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
2001年，楊曉渡離開生活25年的雪

域高原，重返家鄉上海任副市長，2006
年升任上海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
2012年5月，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半年，
楊曉渡轉任上海市委常委、市紀委書
記，從此進入紀檢系統。
2014年楊曉渡調任中央，擔任中央
紀委常委、副書記，2016年起兼任監
察部部長，2017年起又兼任國家預防
腐敗局局長。在去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大
上，楊曉渡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委員，並連任中
央紀委副書記。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
後，監察部、國家預防腐敗局不再保
留，兩部門均併入新組建的國家監察
委，楊曉渡成為首任主任。

防止由小錯變成大錯
楊曉渡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的「部長
通道」接受媒體訪問時曾表示，國家監
察委將與中央紀委合署辦公，直接向中
共中央報告工作，接受中共中央領導、
監督。同時，國家監察委由全國人大產
生，要向全國人大做專項工作報告、接
受人大詢問、質詢以及執法檢查。
楊曉渡還說，國家監察委「不是一個

超級的權力機構」。監察委的日常工作
是監督大量違法、小量犯罪的工作，是
「拉拉袖子、提個醒」的工作，是防止
人由小錯變成大錯的工作。對於少數不
收斂不收手的腐敗分子，懲處一定是堅
決的有力的，會保持反腐敗的高壓態
勢，同時會做好教育轉化工作。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委員名單

（共159人，以簡體字姓氏筆劃為序）

乃依木·亞森（維吾爾族） 于志剛

萬衛星 衛小春 馬志武（回族）

王長河 王光亞 王 剛 王樹國

王硯蒙（女，傣族） 王勝明 王洪堯

王憲魁 王教成 王超英 王 毅

烏日圖（蒙古族） 尹中卿 鄧力平

鄧 麗（女） 鄧秀新 鄧 凱 古小玉

左中一 龍莊偉（苗族） 田紅旗（女）

史大剛 白春禮（滿族） 叢 斌 包信和

馮 軍 馮忠華 吉狄馬加（彝族） 呂世明

呂 建 呂彩霞（女） 呂 薇（女）

朱明春 朱靜芝（女） 劉玉亭

劉遠坤（苗族） 劉季幸 劉修文 劉振偉

劉海星 劉 源 齊 玉 江小涓（女）

許為鋼 許安標 那順孟和（蒙古族）

孫其信 孫建國 杜小光（白族） 杜玉波

杜黎明 杜德印 李 飛 李飛躍（侗族）

李學勇 李曉東 李鉞鋒 李家洋 李培林

李 康（女，壯族） 李 銳（回族） 李靜海

李 巍 楊成熙 楊志今 楊樹安 楊 震

肖懷遠 吳 月（女，黎族） 吳玉良

吳立新 吳 恒 邱 勇 何毅亭 冷 溶

汪鴻雁（女） 沈春耀 宋 琨 張少琴

張 平 張業遂 張志軍 張蘇軍 張伯軍

張榮順 張 勇 張 毅 陸東福 陳鳳翔

陳文華 陳 軍（女，高山族）

陳述濤（滿族） 陳國民 陳斯喜 陳錫文

陳福利 姒健敏 林建華 歐陽昌瓊

卓新平（土家族）羅保銘

羅 毅（布依族）周洪宇 周 敏（女）

龐麗娟（女） 鄭功成 鄭軍里（瑤族）

鄭淑娜（女） 趙龍虎（朝鮮族）

趙憲庚 哈尼巴提·沙布開（哈薩克族）

信春鷹（女） 洛桑江村（藏族） 姚建年

賀一誠 秦順全 袁 駟 賈廷安 夏偉東

徐延豪 徐如俊 徐紹史 徐顯明 徐 輝

殷一璀（女） 殷方龍 翁孟勇 高友東

高虎城 郭振華 郭 雷 黃志賢

曹慶華（哈尼族）曹鴻鳴 龔建明 矯 勇

彭 勃 董中原 韓立平 韓曉武

韓 梅（女，苗族） 景漢朝 程立峰

傅 瑩（女，蒙古族） 魯培軍 謝廣祥

謝經榮 竇樹華

嘉木樣·洛桑久美·圖丹卻吉尼瑪（藏族）

蔡 昉 鮮鐵可 廖曉軍 譚耀宗 熊群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嘉程 據央視新聞聯播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兩會報
道）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昨日
選舉產生新的「兩高」負責人，周
強連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司法部
部長張軍被選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
察長。在此次兩會上，最高人民法
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皆遞交了成績
顯著的工作報告。
2013年起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的周強，昨日以2,956票連任最高人
民法院院長。今年兩會上，周強在
向大會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時，總結了過去工作成績。過去五
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82,383
件，審結79,692件，分別比前五年
上升60.6%和58.8%，地方各級人民
法院受理案件8,896.7萬件，審結、
執結 8,598.4 萬件，同比分別上升
58.6%、55.6%。各級法院審結貪污
賄賂等案件19.5萬件26.3萬人，其
中，被告人原為省部級以上幹部101
人，廳局級幹部810人。
他還表示，2018年，各級法院將
依法懲治犯罪，全力維護國家安全
和社會穩定，依法審理經濟領域各
類案件，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營造良
好法治環境。
新任最高檢檢察長的張軍擁有豐

富的司法經驗和工作履歷，曾先後
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司法部
副部長、中紀委副書記等職務。
2017年2月起，張軍擔任司法部部

長。昨日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張軍
以2,951票高票當選為最高人民檢察
院檢察長。

司法機關辦案理念積極轉變
3月10日，在參加黑龍江代表團審

議「兩高」工作報告時，張軍曾對
最高檢工作報告作出高度評價。他
指出，近年來，司法機關辦案理念
發生了積極轉變。從檢察機關辦案
情況看，五年來，查處受賄犯罪上
升了6.7%，同期查處行賄犯罪上升
了87%，體現了檢察機關受賄行賄
一起打的工作理念，讓罪犯無所遁
形。檢察機關辦理的公益訴訟案

件，覆蓋了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
國有資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
讓、食品藥品安全等法律授權的各
個領域，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
的公益司法保護道路。
張軍也建議「兩高」應進一步提

升司法辦案能力，更加注重提升一
線、基層司法人員的業務能力，以
此適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公平
正義的嚮往和要求。
他說，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對

民主法制、公平正義的需要更豐
富、水平更高，為老百姓提供及
時、精準、普惠的法律服務，是司
法機關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兩會
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昨
日選出159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記者梳理名單發現，外交部部長王
毅，外交部黨委書記張業遂，國台
辦主任張志軍，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齊玉等多位黨政系統高官入選。王
洪堯、王教成、賈廷安等多位軍中
將領，也成為新一屆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此外，清華、北大等著名
大學校長，以及業內知名專家亦加
入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此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選

舉，與往屆採取相同的差額模式。
昨日上午，逾2,900名全國人大代表
在172個提名者中，選舉產生159名
常委會委員。中組部副部長齊玉、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史大剛、媒體熟
悉的原中紀委副書記吳玉良等多位
中央部門高官，進入此屆常委會。
多名外交系統出身的高官在此屆

當選。除王毅、張業遂外，已在全

國人大外事委工作多年的傅瑩，曾
任外交部部長助理的劉海星等人亦
當選。張志軍也曾在外交系統任
職，他昨日也入選常委會委員。此
外，全國台聯會長黃志賢、台盟中
央常務副主席李鉞鋒、北京市政協
副主席、台盟北京市委主委陳軍等
台籍代表，也進入此屆常委會。
多名在全國政協任職的官員，此

次轉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包括曾任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農村
問題專家陳錫文，曾任商務部部
長、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
任的高虎城等。最高檢副檢察長徐
顯明、曾在最高法任職多年的中央
政法委副秘書長景漢朝等，成為檢
察司法系統進入此屆常委會的代
表。

軍中紀檢政法數將領當選
多名解放軍將領當選為此屆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央軍委聯合參

謀部副參謀長孫建國、中央軍委裝
備發展部原政委王洪堯、中央軍委
政治工作部副主任賈廷安、南部戰
區原司令員王教成、中部戰區政治
委員殷方龍以及已任全國人大財經
委副主任的劉源等解放軍上將當
選。值得一提的是，軍中紀檢政法
領域的多名將領此次當選全國人大
常委，包括中央軍委紀委專職副書
記楊成熙、空軍紀委書記宋琨及解
放軍軍事法院黨委書記、院長劉季
幸等。
此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雲集中國

多所大學校長。他們包括清華大學
校長邱勇、北京大學校長林建華、
中國科技大學校長包信和、西安交
通大學校長王樹國、中南大學校長
田紅旗、華中農業大學校長鄧秀
新、南京郵電大學校長楊震等。此
外，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中央
黨校常務副校長何毅亭等也入選常
委會。

159名人大常委會委員
黨政軍法學中堅雲集

■■楊曉渡昨日當選為中華楊曉渡昨日當選為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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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昨日在北京人民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昨日在北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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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第六次會議。
圖為代表投票。 新華社

■■周強昨日當選為最高人周強昨日當選為最高人
民法院院長民法院院長。。圖為周強進圖為周強進
行憲法宣誓行憲法宣誓。。 新華社新華社

■■張軍昨日當選為最高人張軍昨日當選為最高人
民檢察院檢察長民檢察院檢察長。。圖為張圖為張
軍進行憲法宣誓軍進行憲法宣誓。。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