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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翟永冠 孙少龙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23日通报：2019

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
访举报 160.9万件次，立案 31.5万件，处
分25.4万人，包括省部级干部20人，厅局
级干部0.2万人。

数字背后有哪些正风反腐的新趋
势？

◆趋势一：腐败官员主动投案不断
增多，反腐取得压倒性胜利

2018年底，党中央对我国反腐败斗
争形势作出新的重大判断，即“反腐败斗
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同时明确重申“反
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2019年1
月 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中
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刚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成为2019年“首虎”。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发布的执
纪审查信息，今年上半年共有 11名中管
干部接受审查调查。2018年同期被公开
通报接受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为10人。

今年 2月公布的中央纪委三次全会
工作报告显示，党的十九大以来共有
5000余名党员干部主动投案，包括艾文
礼、王铁等中管干部。今年以来，主动投
案的案例也不断出现。

5月 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
息：“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主动投案。”仅隔 10 天，5 月 19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再次发布消息：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
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
动投案。”

在湖南，今年上半年全省共主动投
案 167人、主动交代问题 448人，同比分
别增长79%、75.7%；浙江将今年5月定为

“警示教育月”，当月主动投案党员干部
达 40人；今年以来，贵州共有 3173名党
员干部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腐败官员
纷纷主动投案源于高压震慑和政策感
召，是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重
要标志。

◆趋势二：多名金融行业的官员被
查，金融领域反腐力度持续加大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明确强调，加大
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对存在腐败问题的，
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去年底，中管
金融企业内设纪委改设为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受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直接领导。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闭幕不久，1月16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银行纪检
监察组、上海市纪委监委就发布消息，交
通银行发展研究部总经理李杨勇接受审
查调查。

2月 2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
消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
员、执行董事赵景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审查调查。

国家开发银行原行务委员郭林、人
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刘虹、重庆进
出口融资担保公司总经理蒋斌、银保监
会广西监管局副书记赵汝林、工商银行
上海分行党委书记顾国明、建设银行渠
道与运营管理部原副总经理陈德、证监
会山东监管局原局长徐铁、人保投资控
股公司原副总裁刘继东、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桑自国、中

国农业银行审计局上海分局原副局长马
路……今年以来，从公开发布的信息来
看，已有多名来自金融监管、银行、保险、
投融资等领域的官员被查。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庄德水认为，金融领域权力集中、资金密
集，金融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加大金融领
域反腐力度，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必
然要求。

◆趋势三：继续狠刹“四风”，加大力
度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2019年上半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 26341 起，处理 37207
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6234人。去
年同期，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 25677起，处理 36618人，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26029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徐行说，从数据对比不难看出，狠刹“四
风”的工作力度丝毫不减。同时，“四风”
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作风建设永远
在路上，不能有任何松懈。

党的十九大后，作风建设更加注重
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中
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今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
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将 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提出了一
系列在力戒形式主义方面的实招硬招。

5月 6日，中央和国家机关解决形式
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工作推进会召
开，对这一工作进行专题部署。今年来，
多地出台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对精简会
议、下发文件数量、考核事项减少等定下
硬指标。

徐行说，狠刹“四风”维护了老百姓
的切身利益，也厚植了党执政的群众基
础。下一步，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作为重要任务，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露头就打，时刻防范各种新动向新变异，
继续纠“四风”、树新风。

◆趋势四：扩大追逃范围，一批外逃
多年职务犯罪嫌疑人归案

中央追逃办发布数据显示，2014年
至今年 5月，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 5974
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 1425人，

“百名红通人员”58人，追回赃款 142.48
亿元人民币。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各级追逃
追赃机构进一步完善、工作力量得到加
强，形成了更强大的合力。在此基础上，
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管理人员、基层自治
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等被纳入追逃范
围。今年以来，一批外逃多年的职务犯
罪嫌疑人相继归案。

1月 15日，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
原总经理王军文回国投案；3月28日，原
广东健力宝集团副总经理于善福回国投
案；同一天，原中国建筑（南洋）发展有限
公司副经理席飞被抓捕归案；4月22日，
广东深圳市田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村
集体企业）原董事长梁泽宁被遣返回国；
6月 29日，外逃 18年的“百名红通人员”
刘宝凤回国投案自首并积极退赃……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风说，国际追逃
追赃是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职务犯罪方面的
追逃追赃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对于保证国
企、金融机构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上半年正风反腐呈现哪些新趋势
新华社北京7月 23日电（记者 申

铖）随着二季度申报“大征期”结束，减税
降费最新“成绩单”出炉。国家税务总局
2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累
计新增减税降费 11709 亿元，其中减税
10387亿元。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
费政策措施的决策部署，减税降费效应
不断释放。”国家税务总局减税办常务
副主任、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蔡自力
说。

蔡自力介绍，在上半年新增减税中，
增值税改革减税 4369亿元，小微企业普
惠性政策减税 1164亿元，个人所得税两
步改革叠加减税3077亿元。

“落实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让
企业和人民过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

子。”蔡自力说，随着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政策的落地，上半年税收收入增速明显
回落。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税务部门组
织的税收收入（已扣除出口退税）完成
82754亿元，增长 1.4%，比去年同期增幅
回落13.9个百分点。

其中，受提高费用扣除标准、优化税
率结构和实施专项附加扣除“两步改革”
叠加影响，个人所得税比去年同期下降
30.6%，是降幅最大的税种。

蔡自力表示，上半年超万亿元的减
税降费，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税费成本，
提升企业盈利水平，激励企业增强创新
能力，个税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实体经济
减负增效。随着政策进一步落实落地，
下半年减税降费的积极效应将会进一步
显现。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上半

年我国工业通信业运行状况如何？年初
定下的携号转网目标进展怎样？清理拖
欠民企账款还有哪些实招？国新办23日
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信部有关负责人就
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进行回应。

●工业发展稳中存压
“稳中存压，危中有机。”发布会刚开

始，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便用这句话概
括当前工业运行情况。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6%，处于全年增速预期目标区
间，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 39个行业生产
保持增长，半数以上行业增长加快，工业
生产保持基本稳定。

“当前外部环境总体趋紧，国内也面
临着转型升级阵痛和既有的结构性体制
性矛盾，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辛国
斌说，但应该看到，工业运行中发生了很
多积极的转变，创新动力增强，市场活力
加大。

一个明显的指标就是先进制造。工
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增长9%，新能源汽车、服务机器人、
3D打印设备、高端医疗装备等都保持较
高的增长速度。

投资的增加印证了市场的活力与信
心。上半年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13.1%，增速高于全部制造业投资10.1个
百分点。

辛国斌说，将把推进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作为稳增长的重要依托，不断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打造行业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推动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携号转网步伐加快
针对公众关心的携号转网话题，工

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在会上
说，工信部已组织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和
中国铁塔公司制定了系统建设改造、联

调联测、提供服务“三阶段”的工作时间
表，部署在全国推进携号转网工作。目
前，5个试点省市共完成了 230万用户携
号转网工作。

“运营系统进行全面更新，需要做很
多复杂细致的工作。同时，也要对银行、
保险、证券以及互联网企业等第三方平
台进行同步改造。”闻库说，携号转网全
面铺开，还要妥善应对数据量庞大、业务
涉及面广等挑战。

工信部将在全国系统建设改造完成
后，组织开展全国联调联测工作，并制定
携号转网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推进同步
改造，组织开展监督检查，确保用户体验
良好。

此外，针对 5G下一步应用规划，闻
库说，中国一直秉承开放、共同发展的理
念，包括英特尔、高通等在内的国际企业
也表态全力支持中国 5G商用部署。目
前国内几家运营商都已开始部署相应网
络并逐步征集试验用户。今年主要在一
些热点地区、大城市部署5G，下一步将在
更广泛地区推进5G应用。

●将对民企账款清欠进行督办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要决策部署，
也是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重
要举措。

辛国斌说，去年11月至今年6月底，
各级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共清理拖
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超过 3800亿
元，有三分之一的省份清欠进度达到一
半甚至更高。但清欠工作也面临着一些
困难，个别地区的工作不实、不细，进展
相对缓慢。

工信部将加强调度约谈、督导检查、
举报督办，并设立举报平台，凡接到举报
将发给相关地区核实核查，对存在恶意
拖欠的典型案例予以公开曝光。与此同
时，工信部探索将预防和解决拖欠问题
纳入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建立长效机制，
从源头解决拖欠问题。

工业运行平稳、携号转网加快、督办民企账款清欠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热点话题

半年“减”下万亿元！减税降费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