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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这

是2018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
议对我国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最新重大判
断。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对反腐败
斗争形势作出的判断是——“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从形成“压倒性态势”到取得“压倒性胜
利”，标志着我国反腐败斗争成果正从
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转变。

党的十九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胜利是如何形成的呢？

“打虎”零容忍 70余名中管干部接
受审查调查

“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
行贿一起查”，党的十九大报告用 3 个

“坚持”指明了反腐败工作的原则和方
向。

2017 年 11 月 21 日晚，中央纪委发
布消息：“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鲁
炜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
查”。两天之后，辽宁省副省长刘强也
应声“落马”。党的十九大闭幕不到一
月，三天打两虎的节奏再次释放出反腐
败斗争一刻不停的强烈信号。

2018年1月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委
二次全会明确强调，聚焦党的十八大以
来不收敛、不收手的领导干部，重点查
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
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着力解决选人用
人、审批监管、资源开发、金融信贷等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

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王晓林，贵州
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赖小
民，财政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少
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
理孙波，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
源局原局长努尔·白克力，公安部原副
部长孟宏伟……一大批身居重要岗位
却腐败变质的领导干部被接连查处。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已对70余名中管干部立案审查调查。对
违纪违法行为的坚决从严查处，形成了强
大震慑力，不敢腐的氛围进一步强化。

“拍蝇”不手软 查处群众身边腐败
和作风问题近24万个

“老虎”露头就要打，“苍蝇”乱飞也
要拍。党的十九大以来，反腐败斗争进
一步向基层延伸拓展，形成全覆盖的强
大声势，以实际行动不断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决斩断一切敢向扶贫资金
资源伸出的黑手。

中央纪委从2018年开始启动为期3
年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建立了与扶贫、
财政、民政、审计以及信访等部门的全
天候、即时化沟通衔接机制，对群众反
映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线索，一
律优先受理、从快办理、高质量处置。
严肃查处贪污挪用、截留私分、虚报冒
领、强占掠夺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行为。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共查处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13.31 万个、处理
18.01万人。

——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
护伞”。

湖南省综治办原主任周符波为涉
黑犯罪团伙提供帮助受到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山西黑恶势力头目“小四毛”
案，包括该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王伟、
省人民检察院原副巡视员贾文声等在
内的90余名公职人员被查处……

截至2018年11月底，全国纪检监察
机关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
伞”问题 11829 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8288人、移送司法机关1649人。

——以霹雳手段严厉惩治“蝇贪”
“蚁腐”。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共查处群众
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23.87 万个，处理
31.60万人。2018年1月至10月，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网站“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
风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分 4批集中
通报曝光了64起典型案例，充分发挥教
育警示震慑作用。
“猎狐”不止步 追回外逃人员4997人

2018年11月30日，外逃13年的浙江
省新昌县原常务副县长姚锦旗从保加利
亚被引渡回国。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引
渡“第一案”，也是我国首次从欧盟成员国
成功引渡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

2018年 6月，中央追逃办发布 50名
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外逃人员有
关线索公告，曝光他们目前的可能居住
地，对外逃人员再次形成强烈震慑。

7 月 11 日，外逃 17 年之久、涉案金
额 4.85亿美元的巨贪、中国银行广东开
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被强制遣返回国。

8月23日，国家监委、最高法、最高检、
公安部、外交部等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
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
向外逃人员发出限期投案自首的通牒。

劝返、遣返愈发成熟，引渡不断加
码加力，外逃人员纷纷落网。最新数据
显示，截至2018年11月30日，我国已先
后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4997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 1015
人，追回赃款 105.14亿元人民币，“百名
红通人员”迄今追回56人。

在追逃成果捷报频传的同时，一系
列法规制度相继建立，我国反腐败合作

“朋友圈”越来越大，反腐败综合执法国
际协作不断推进。

2018 年 10 月 26 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
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
协助法》，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为加
强境外追逃工作提供有力手段，规范和
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协助体制，填补了刑
事司法协助国际合作的法律空白。12
月13日，国家监察委员会和澳大利亚联
邦警察签署反腐败执法合作谅解备忘
录，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首次同西方国
家签署反腐败执法合作文件。

反腐败国家立法通过 制度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

2018年 3月 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

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它的制
定出台，为反腐败工作开创新局面、夺
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了坚强
法治保障。

监察法明确将所有行使公权力的
公职人员纳入监察范围，同时赋予监察
机关在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时可
以采取的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
留置等措施，并对监督、调查、处置工作
程序作出严格规定。

在监察法通过3天之后，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挂牌成立，一
个党领导下的全新反腐败工作机构成立。

党的十九大后，巡视利剑再次出鞘。
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已完成对40个地
方、单位的巡视监督，第二轮巡视——中
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首次聚焦一个主题
对26个地方和单位进行了政治体检。

与此同时，中央、省、市、县四级巡
视巡察工作体系更加完善，利剑直插基
层。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党委共对2120个党组织开展巡视，
市、县两级党委共对12万个党组织开展
巡察，发现各类问题97.5万个。

近期，中央办公厅又印发《关于深
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
意见》，对改革派驻机构领导体制、完善
派驻监督工作机制、拓展派驻全覆盖范
围、提高派驻监督全覆盖质量等作出全
面部署，擦亮监督“探头”，为反腐败斗
争向纵深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
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

视监督协调衔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一体推进，随着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反腐败
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标
本兼治综合效应更加凸显，为反腐败斗
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是如何形成的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记者 张辛
欣）一批学习类App企业近日在京共同发
布行业自律倡议，倡导建设高效、健康、有
价值的“互联网+教育”行业，做学校教育
的有益补充。其中，倡议明确在内容审核
方面，杜绝色情暴力、网络游戏、商业广告
及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等内容。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严

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要
求开展全面排查，建立学习类App进校
园备案审查制度，坚决防止有害App进
入中小学校园。

为响应通知要求，学习类App企业，
包括一起教育科技、极课大数据等，在京
共同发布行业自律倡议，承诺以教育价
值为导向，不断提升技术防护能力，逐步

建立学习类App使用管理的长效机制。
倡议提出，在内容审核方面，杜绝色情

暴力、网络游戏、商业广告及违背教育教学
规律等内容，杜绝应试教育手段的内容；在
商业模式方面，坚决不向学生等未成年人
收费或由未成年人支付相关费用；在信息
安全方面，不断提升技术防护能力，保障用
户数据安全，防止泄露学生隐私。

学习类App企业发起行业自律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记者 黎云 刘济
美）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
印发《军队文职人员管理若干规定（试行）》，
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加强文职人员管理是军队正规化建设
的客观需要，也是提高文职人员管理法制水
平的内在要求。根据军队特殊要求和文职
人员身份特点，《规定》重点对文职人员的宣
誓、内部关系、着装仪容、礼节、对外交往等
九个方面作出规范。

为了加强文职人员的职业认同感，强化责
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借鉴军人宣誓和公务员宪
法宣誓做法，《规定》明确了新招录聘用的文职
人员应当进行宣誓，规范了文职人员宣誓的誓
词、组织实施宣誓的时机和有关程序要求。

为了建立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
关系，增强部队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规
定》明确文职人员之间、文职人员与军队其
他人员之间，政治上一律平等，相互间是同
志关系，依据隶属关系和行政职务构成上下
级或同级关系。

《规定》明确了文职人员着常服、礼服、作
训服的时机、场合和有关要求，同时，参照现
役军人和公安、检察院、法院、铁路、税务等国
家工作人员通行做法，明确文职人员敬礼参
照军人礼节有关规定执行，着文职人员服装
时，通常行举手礼，携带武器装备或者因伤病
不便行举手礼时，可以行注目礼。

为保持部队正规秩序，根据文职人员是国
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特点，《规定》明确，文职人
员应当遵守用人单位作息制度，通常不参加早
操，休假探亲参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有关规定执行。同时，为保持转改人员福利
待遇与现役军官有关待遇保持一致，《规定》明
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期间，现役干部转改
的文职人员休假探亲，按照现役军官有关规定
执行。此外，《规定》还按照队列条令的有关要
求，对文职人员参加集体活动、军事训练和执
行任务时的队列动作作出明确规定。

《规定》对文职人员公开发表言论、与境外
人员交往、参加地方活动以及禁止行为也提出
明确要求，同时，参照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的有关规定和通行做法，《规定》明确文
职人员可以利用休假探亲时间出境旅游，明确
了出境次数、审批权限、办理程序。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对文职人员实施
奖惩的批准权限；同时规定文职人员思想政
治教育、党（团）组织管理、安全保密、档案管
理、战时管理等按照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军办印发规定

九方面规范文职人员

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对外
公布，经过两年的考古发掘，认定陕西澄城
刘家洼遗址为芮国后期一处都邑遗址。该
发现填补了芮国后期的考古空白。图为无
人机拍摄的墓地发掘现场（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