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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 朱基
钗）日前，中央纪委对 8起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曝光。这 8
起典型问题是：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机关事务管理
局局长武晋斌违规接受公款宴请问题。
2016年 8月 6日晚，武晋斌与家属、朋友
一行6人因私出行，违规接受固原市机关
事务管理局领导公款宴请，共计消费
2480元。2017年3月8日中午，武晋斌一
行5人因公出差返回途中，违规接受固原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领导公款宴请，共计
消费2666元。武晋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并退赔相关费用，其他责任人受到
相应处理。

河南省气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赵
国强接受超标准公务接待问题。2017年
3月 16日，赵国强等人到洛阳市气象局
调研，当晚接受该单位超标准接待，共计
消费 5332元，人均消费 761.7元，其中违
规饮用 3 瓶高档白酒共计 3930 元。当
天，赵国强等 4人入住洛阳市某酒店，4
人当晚住宿费共超出标准322元（其中赵
国强个人超出标准118元）。以上费用均
由洛阳市气象局采取拆分单据、伪造公
函、虚列会议费等方式公款报销。赵国
强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赵国强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他责任人受到相应
处理。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新吉林街道办
事处党工委书记刘宪峰违规组织公款吃
喝问题。2017年 4月至 11月，经刘宪峰
同意，新吉林街道以虚开发票的方式，套
取现金 11300元，用于单位宴请和聚餐。
刘宪峰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他责
任人受到相应处理。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商务局原党组
成员、区粮食局原副局长戴伟忠接受管
理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问题。2017年 6
月，戴伟忠等人到浙江诸暨、江苏沭阳公
务出差，戴伟忠携家属同行，期间赴诸
暨、南京等景区旅游，景点门票和部分餐
费 1000 余元由随行的管理服务对象支
付，其他旅游相关费用12825元分别在区
粮食局和下属单位报销。2017年 7月，
戴伟忠到舟山开会，携家属同行，违规要
求下属单位租车并安排驾驶员，相关费
用共计2950元在下属单位报销。戴伟忠
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戴伟忠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和免职处理，并退赔相关
费用。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街街道党
工委原副书记、办事处原主任易干军违
规组织公款吃喝等问题。2018年1月14
日至2月7日，易干军在担任常青街街道
办事处主任、某房屋征收指挥部指挥长期
间，先后组织私人朋友和区内其他单位人
员在该指挥部食堂违规宴请、聚餐 10
次。用公款赠送礼品礼金，折合金额共计
1万余元。易干军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
政撤职处分，其他责任人受到相应处理。

湖南省株洲市城发集团原党委副书
记、董事长廖晖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
题。2017年 6月至 2018年 2月，廖晖在
担任株洲市城发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董事长期间，先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
行公务的礼金2笔共8000元、购物卡3次
7张面值共7000元、高档香烟17条、高档
女包 1个，均未按规定登记、上交。廖晖
还存在超标准配备、使用办公用房等问

题。廖晖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违规
收受的礼品、礼金、购物卡等被收缴。

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河边镇波思村
党支部书记王清胜借操办其子婚宴违规
收受礼金问题。2018年 2月 13日，王清
胜为儿子举办结婚宴，共办宴席29桌，违
规收受了波思村低保户、贫困户、五保户
共 12户村民所送礼金共计 2200元。在
组织调查前，主动退还了违规收受的礼
金。王清胜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原党
支部书记、副总经理张莉军组织公款出
国旅游问题。2017年5月至6月，在张莉
军主持营业部工作期间，同意该部组织
26名员工分四批赴斯里兰卡旅游，并以
奖励费的名义公款报销了10名员工共计
25532元的旅游费用，其他人员旅游费用
因组织调查尚未公款报销。张莉军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和记大过政务处分，被免
去现职，其他责任人受到相应处理，并责
令退回公款报销的费用。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上述8起
问题大部分发生在 2017年以后，有的甚
至发生在党的十九大之后。这些问题反
映出，在高压态势下一些地方和单位特
别是少数基层单位压力传导不到位，仍
有少数党员干部纪律和规矩意识淡薄，
心无敬畏、行无规矩，不收敛不收手。这
些问题的查处，释放了对“四风”问题越
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表明了相关
地方、单位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持之
以恒正风肃纪的坚决态度。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强调，上述8起
问题中，有的变换手法，把餐桌摆到内部
食堂当幌子，掩盖公款吃喝的事实；有的
坦然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宴请、礼金和
旅游安排，既违反了廉洁纪律，又破坏了

“亲”“清”的政商关系；有的借喜庆事宜
收金敛财，甚至向贫困户、低保户伸手，
陈规陋俗屡禁不改；有的组织公款出国
旅游，慷公家之慨；有的单位一把手带头
违纪，带坏了单位风气。这些受到处理
的党员干部，教训极为深刻，广大党员干
部必须引以为戒，时刻反躬自省。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当前“四
风”问题反弹回潮的隐患仍不容忽视，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工作
必须久久为功、毫不松懈，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必须保持定力、耐力，一个阶段要盯
住一个阶段的突出问题、把握一个阶段
新的特点，持之以恒、善始善终、涵养成
风。要紧盯“四风”问题，密切关注其新
动向新表现，盯住重要节点、重点领域和
岗位、关键环节，抓具体、补短板、防反
弹，持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将依纪监督
和依法监督相结合，把纠正“四风”工作
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把压
力持续传导至基层各党组织、各单位。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
加强党性修养，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带
头履职尽责担当，带头遵规守纪守法，使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成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再次强调，端
午假期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继续
强化监督检查，对节日期间顶风违纪行
为、触碰“红线”的人和事，坚持露头就
打、快查严办、精准发力，对违规违纪问
题一律从严处理，决不手软、姑息，营造
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中央纪委公开曝光八起违规问题

新华社北京6月 12日电（记者 王
璐）6月12日《经济参考报》刊发题为《国
企工资改革 2019 年将全面实施》的报
道。文章称，国企工资改革将在明年全
面实施。《经济参考报》记者 6月 11日获
悉，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
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召开贯彻落实《关
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
电视电话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
长邱小平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加
强组织领导，抓紧制定配套政策，推进改
革顺利进行，确保明年全面实施。强化
督促指导，注意研究解决实施中遇到的
新情况、新问题。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徐福顺此前表
示，根据相关要求，国资委将在2018年适
时出台中央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配
套研究制定实施细则等操作性文件。各
中央企业要按照国资委统一部署，认真
梳理本企业制度建设、流程规范、责任落
实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尽快完善相关办
法，编制申报年度工资总额预算方案，确
保改革工作顺利实施落地。

在此基础上，国资委今年将进一步
加强对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的监督指
导，其中包括，各中央企业要牢牢盯住市
场化薪酬分配这个“风向标”，建立健全
以岗位价值为基础、以绩效贡献为依据
的薪酬管理制度，坚持以岗定薪、岗变薪
变，调整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做到收入

能增能减。
2018年5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
以此为契机，新一轮国企薪酬改革启动。

邱小平指出，改革的总体要求是以
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提升国有企业效率
为中心，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
应、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
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
国有企业工资分配监管体制，充分调动
国有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创造力和提高
市场竞争力，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
大，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改革
要符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突出
工资分配的市场化，兼顾效率与公平、体
现社会公平正义，坚持分类分级管理。
改革的重点任务是改革工资总额决定机
制，改革工资总额管理方式，完善企业内
部工资分配管理，健全工资分配监管体
制机制。

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表
示，除了打破工资总额的固有管理模式，
形成中长期激励机制也是促使国企薪酬
改革落地的举措之一。作为深化国企负
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配套文件，预计有
关部门将会出台股票期权、岗位分红、利
润增量分享等中长期激励政策，激励并
约束企业负责人着眼于长期效益，实现
企业长远发展。

国企工资改革2019年将全面实施

人民网上海 6月
12日电 6 月 12 日，由
中船集团自主设计建
造的最大箱位集装箱
船中远海运宇宙轮在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正式交付。
该船是江南造船为中
远海运集团建造的六
艘 21000 箱超大型集
装箱船的首制船。该
船达到目前世界上的
最大级别，标志着我
国在相关高附加值船
建造领域占据了世界领先地位。

中远海运宇宙轮总长 400 米，船宽
58.6米，型深 33.5米，最大吃水 16米，设
计 航 速 22 海 里/小 时 ，最 大 载 重 量
198000 吨，最大载箱量 21237TEU，配备
1000 个冷藏箱插座，入 LR 和 CCS 双船
级。该船技术先进、性能优良、节能环
保、高度智能，代表着中国造船的最高水
平。宇宙轮作为中远海运集装箱船队的
核心旗舰，该船即将投入远东至欧洲精
品航线营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新
使者和新名片。

中远海运宇宙轮在大幅度提升船舶
装载能力的同时，充分考虑航线揽货种
类和配载操作的实际需求，加大配载灵
活性，提高冷箱、危险品箱、重箱和高箱
的有效装载能力。突破了超大型集装箱
船的结构设计的关键技术，提前满足
URS11A、URS34的结构规范统一要求。

中远海运宇宙轮配备了超长冲程高

效主机，采用高效螺旋桨及节能装置；通
过定制化设计船体线型和舵桨，进行多
航速、多吃水的线型优化，达到优异的水
动力性能和经济性指标；该船配备机舱
监测报警系统、能效管理系统和闭路电
视监控系统等多种设备，可实现无人机
舱的运行状态及对全船各关键部位的实
时监控；驾驶室集合了最先进的航行控
制系统、全船局域网系统及船岸卫星通
讯系统，可以确保船舶在全球海域的安
全航行和船岸信息交流。智能船舶成为
未来船舶的发展趋势，该系列船还将配
备国内自主研发的智能船舶系统，并申
请相关入级符号。

以中远海运宇宙轮为开端，江南造
船将继续为中远海运集团建造其余 5艘
21000箱姐妹船，并将于 2019年全部交
付。据悉，江南造船还将建造 4艘 22000
箱双燃料集装箱船，进一步刷新全球最
大箱位集装箱船的建造记录。

世界最大集装箱船在沪交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