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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31 省监委全部组建完成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记者 任
沁沁 潘强 魏梦佳）2 月 11 日，青海省监
察委员会领导班子产生。至此，中国
31 个省级监委领导班子全部产生。按
照计划，2 月底前各地将全部产生省、
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
这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的重大进展，一个中共统一指挥、
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将推
动中国开启风清气正新时代。
所谓监督体系，意味着各种监督
方式相互联系、有机运转。中国政法
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指出，将各种
监督方式相互衔接贯通，打出监督“组
合拳”，形成监督强大合力，必将构筑
起全方位、无死角的监督屏障，推动反
腐进入新阶段。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成立各级
监委，
是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政治决策。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
开。从中共十九大发出号令，到中办
印发通知部署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再到省级监委全部
成立，仅用时 3 个多月。
专家指出，这是中共中央强有力
集中统一领导的体现，也必将进一步
加强中共对反腐败的统一领导。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焦洪昌
教授指出，
这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统
一领导的重要举措，只有依法实施监
察，
才能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组建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
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试
点过程中，很多此前并不在监察范围，
不具备党员、公务员身份，但同样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被纳入监察。
广西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自治区，2 月 2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监察
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目前，自治区
及 14 个设区市已全部完成本级监察委
员会挂牌组建工作。改革后，监察对
象将从改革前的 30.5 万人增加到改革
后的 90.3 万人。
广西监察委主任房灵敏在调研时
表示，所有县（市、区）监委将于 2 月 15
日前组建完毕，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
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要做实县
级监委的监察权，加强对基层公职人
员的监督，使全面从严治党、强化监察
监督覆盖到“最后一公里”。
不仅是广西，几乎全国各省区市
在监察委成立之后都对监察对象进行
了“扩容”
。
作为全国首批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地区的北京市，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
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全市监察
对象 99.7 万人，较改革前增加 78.7 万
人 ；运 用 监 督 执 纪“ 四 种 形 态 ”处 理
10186 人次，
同比增长 55%。
“问责数量大幅提升，释放出执纪
必严的强烈信号，改革成效正在进一
步显现。”北京市监委主任张硕辅表
示，北京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监察体

制改革试点的成效，切实把改革试点
所形成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推动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向压倒性
胜利转化。
“正风反腐，涓流莫轻。”中纪委工
作人员冷葆青指出，
“ 老虎”要露头就
打，
“苍蝇”
乱飞也要拍。
2017年12月，
湖南省湘潭县第一纪
检监察室的工作人员刚参加完县监委挂
牌仪式回到办公室，
就接待了前来投案
主动交代受贿行为的某单位工作人员李
某。类似场景在山西省阳泉市盂县、
四
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也曾出现……
2018 年 1 月 26 日，福州市台江区
监察委干部在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接
受廉政教育。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冷葆青认为，监察委员会的产生
宛如“平地一声雷”，它让人“幡然悔
悟”
“回头是岸”的震慑力和感召力，来
源于其政治性和权威性。
他指出，监察委员会有力解决改
革前反腐败力量分散、纪法衔接不畅
问题，彻底改变职务犯罪多头调查、重
复劳动局面，使监察机关调查、检察机
关起诉与审判机关审判三者“协作更
高效，
制衡更有力”
。
目前，各省区市纪委监委正通过
集中培训、交流学习等方式加快人员
融合、工作融合，同时，全面试用全国
人大常委会授权赋予监委的 12 项调查
措施，加强监察机关与执法司法机关
的统筹协作，
尽早实现监委高效运转。

鲁炜严重违纪被双开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日前，经中共中央
批准，
中共中央纪委对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
中
央网信办原主任鲁炜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经查，
鲁炜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阳奉阴违、
欺骗中央，
目无规矩、
肆意妄为，
妄议
中央，
干扰中央巡视，
野心膨胀，
公器私用，
不择
手段为个人造势，品行恶劣、匿名诬告他人，拉
帮结派、
搞
“小圈子”
；
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和群众纪律，频繁出入私人会所，大搞特权，
作风粗暴、专横跋扈；违反组织纪律，组织谈话
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
违反廉洁纪律，
以权谋
私，收钱敛财；违反工作纪律，对中央关于网信
工作的战略部署搞选择性执行；
以权谋色、
毫无
廉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
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鲁炜身为党的高级干部，理想信念缺失，
毫无党性原则，对党中央极端不忠诚，
“四个意
识”个个皆无，
“六大纪律”项项违反，是典型的
“两面人”，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知止，问
题严重集中，群众反映强烈，政治问题与经济
问题相互交织的典型，性质十分恶劣、情节特
别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
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
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鲁炜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天津检察机关依法对

孙政才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福州破获

特大制贩假票案
新华社福州 2 月 13 日电（记者 王
成）记者从福州铁路公安处获悉，警方
近日破获一起特大制贩假火车票案
件，查获各类涉假车票 1 万余张，其中
成品假票 600 余张、半成品假票 9700
余张，总涉案票面价值达 200 万余元。
1 月初，福州铁路公安处接到群
众报警称，有人在福州火车站周边贩
卖假火车票。侦查员立即开展调查取
证，经连续多日的摸排，侦察员将目标
锁定在一名中年男子身上，以此为线
索，福州铁路公安处抽调 20 余名精干
警力组成专案组开展专案侦查。
经过近一个月的跟踪盯控，
专案组
逐步摸清了违法犯罪线路：
该团伙共 6
人，上线为黄某夫妇，他们购买制假票
设备排版制作假火车票，
下线 4 人则收
集求购信息发送给黄某夫妇，
黄某夫妇
制作假火车票后，
通过速递等手段送至
下线手中，
由这4人出售、
倒卖。
据黄某供认，
制假设备是从外地买
回来，
他们将假车票以每张 5 元至 15 元
不等的价格卖给下线，
下线再以10元至
20 元不等的价格出售给需要的单位和
个人。警方分析，
一些人因为没有买到
火车票，抱着侥幸心理购买假票，也可
能有人计划购买假票用于报销。
警方提醒，广大旅客一定要从火
车站、
正规代售点和铁路 12306 官方网
站购票，注意识别“回头票”
“ 挖补、涂
改票”
“整版假票”三种假火车票，避免
上当受骗。

中宣部原副部长、
网信办原主任

2 月 13 日，在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贾寨镇肖庄村，村民张树菊展示做好的花
糕。 当日是腊月二十八，聊城地区有“二十八 把面发”的习俗。人们制作花糕
等面食，寓意步步登高、
日子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新华社发（赵玉国 摄）

湖南多名干部违规收送红包被追责
新华社长沙 2 月 13 日电（记者 陈
文广）湖南郴州日前通报 9 起违规收
送红包礼品礼金典型问题案件，多人
受到开除党籍、降低岗位等级等处分。
据介绍，这 9 起典型问题案件分
别是永兴县规委办公室原常务副主
任张小聆违规收受红包礼品礼金问
题；郴州市第三中学原党委副书记张
和平违规收受红包礼金问题；北湖区
劳动就业培训中心原主任曹亚辉违
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郴州市综合职
业中专学校原副校长谢珩违规收受
红包礼金问题；郴州市第五中学原党
委副书记曾雄兵违规收受红包礼金

问题；宜章县第三人民医院原支部副
书记、院长何武仁违规送红包礼金问
题等等。
其中，2015 年至 2017 年，张和平
多次收受他人以“拜年”
“拜节”名义所
送的红包礼金共计 2.9 万元。此外，张
和平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2017 年 12
月，张和平受到开除党籍、降低岗位等
级处分。
2016 年，何武仁为谋求个人职务
升迁以及感谢他人关照，先后 3 次送
给他人红包礼金 6.5 万元。2017 年，何
武仁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按程序
免去其支部副书记、院长职务的处理。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获悉，
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
重庆市
委原书记孙政才涉嫌受贿一案，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
侦查终结，
经依法指定管辖，
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
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近日，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
一分院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
了被告人孙政才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
告人孙政才，听取了其辩护人的意见。天津市
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指控：孙政才利用其
担任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书记、北京市委常
委、市委秘书长、农业部部长、中共吉林省委书
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等职务上
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
财物，
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山西扫黑除恶打掉

54 个黑恶组织团伙
新华社太原 2 月 13 日电（记者 孙亮全 胡靖
国）山西省公安厅13日通报了近期开展的山西警
方扫黑除恶收网行动战果，
打掉涉黑涉恶犯罪组
织和团伙54个，
其中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4个。
据介绍，截至目前，山西省公安机关共打
掉涉黑涉恶犯罪组织和团伙 54 个，其中，打掉
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 4 个，打掉恶势力犯罪组
织 50 个。这其中，打掉“村霸”恶势力犯罪团伙
7 个、
“行霸”恶势力犯罪团伙 5 个、
“路霸”恶势
力犯罪团伙 5 个、操纵“黄赌毒”犯罪团伙 10
个、暴力讨债团伙 5 个、强揽工程团伙 3 个、其
他类型团伙 19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573 人，破
获各类刑事案件 473 起，
专项行动战果初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