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严”的主基调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反腐力度持续加大

一审被判死刑！
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华

融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案一案。经审理查
明，2008年至2018年，赖小民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
收受、索取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7.88亿余元。其中1.04亿余元尚未实际取得，属于犯罪未
遂。法院一审判处赖小民死刑。

“金融巨贪”赖小民的落马，也反映出金融领域反腐的
深入推进。

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原行长郭继庄，原银监会山
西监管局党委书记张安顺，国开行山西省分行原行长王雪
峰，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副行长马骁，银保监会辽宁监管局
二级巡视员刘文义，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原党委书记毛毕华，
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原副行长吴锐……一年来，多名
金融监管、国有银行等领域的官员被查，金融领域反腐力度
持续加大。

2020年10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同时通报
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厅长王俊峰等4名正厅
级干部接受审查调查的消息，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内蒙古开展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对涉煤领域腐败“倒查20年”；四川、陕西等地深挖彻查
招投标领域腐败问题；多地人防系统违纪违法干部被查
……2020年，纪检监察机关坚决查处资源、土地、规划、建
设、工程等重点领域的腐败问题，形成了强大震慑效应。

“打虎”无禁区：2020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了
18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的消息：福建省委常委、省政府
副省长张志南，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文化和旅
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等相继落马。

“拍蝇”不手软：2020年1月至11月，全国共查处民生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10.46 万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14.95万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9.2万人。

“猎狐”不止步：2020年，疫情没有阻挡追逃追赃的脚
步，1月至11月，“天网2020”行动追回外逃人员1229人，其
中“红通人员”28人，追回赃款24.45亿元。

一体推进“三不”

做好审查调查“后半篇文章”

2020年11月13日，北京召开全市“以案为鉴、以案促
改”警示教育大会。

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片《正义之剑——北京市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腐败警示录》和《迷局——顺义系列贪腐案警示

录》，对2019年警示教育大会以来受到处分的46名局级干
部点名曝光，并通报了8方面突出问题典型案例，北京市
13000余名正处职以上干部接受警示和教育。自2017年
起，北京市委推动警示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已连续4年召开
全市警示教育大会。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
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开展
警示教育，做好审查调查“后半篇文章”，正是一体推进“三
不”的有力抓手。

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深化标本兼治，建立完
善以案促改机制，把办案与堵塞制度漏洞、强化监督监管有
机结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建立中管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一案
一总结”制度，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汲取教训、整改提
高；

查处陈刚案推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领域问题整
改，查处云光中、邢云等案推动内蒙古煤炭资源领域腐败整
治，查处张琦案推动海南规范土地管理；

注重发现个案背后深层次问题，就完善金融机构监管、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等提出监察建议，通过疫情防控监督问
责推动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充分运用“四种形态”提供的政策策略，有效处置化解
存量、强化监督遏制增量，在严惩极少数严重违纪违法分子
的同时，加强对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

据统计，2020年1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
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共133万人次。其中，运用第一
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92.8万人次，占总人次的69.8%；运用
第二种形态处理31.1万人次，占23.4%；运用第三种形态处
理4.5万人次，占3.4%；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4.6万人次，占

3.5%。
这一数据，反映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第一种形态

批评教育帮助力度持续加大，“红脸出汗”已成常态；把惩治
腐败作为有效监督的强大后盾，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确保底
线常在、“后墙”坚固。

2020年，“主动投案”成为案件通报中的高频词。
在强大震慑和政策感召下，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王立科，青海省副省长文国栋等一大批违纪违法问题干部
主动投案，表明反腐败高压态势持续震慑，治理腐败的效能
不断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成效不断显
现。

完善法规制度体系

推进反腐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

2021年1月4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
条例》全文公布。这是继2004年条例修订以来，党中央再
一次对该条例作出修订。

条例规定党员有党内监督权，明确党员可以通过批评、
揭发、检举等方式开展民主监督，向党组织负责地揭发、检
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的违纪违法事实，提出处理、处
分有违纪违法行为党组织和党员的要求。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反腐败斗争，一方
面要靠雷霆手段，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完善制度。

2020年1月，中央办公厅印发《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
控告工作规则》。规则将规范化、法治化的理念贯穿于纪检
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始终，要求认真处理检举控告，
回应群众关切，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鼓
励实名举报，建立检查督办机制。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数据显示，2020年1至9月，全国纪
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237.1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
123.3万件，谈话函询26.7万件次，立案44.3万件，处分39
万人（其中党纪处分33.7万人）。

2020年6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
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公职人员政
务处分工作的国家法律，政务处分法将监察全覆盖的要求
具体化，明确公职人员应当受到政务处分的违法情形，划定
公职人员行为底线，促进公职人员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
予的职责，同时要求政务处分权必须严格依法规范行使，切
实将政务处分权关进制度的笼子，是推进政务处分工作规
范化、法治化的重要保证。

2020年12月22日，监察官法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一系列纪检监察工作
领域的法规制度正在接续出台，确保反腐败工作在规范化、
法治化轨道上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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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山区山海路98号34、36、37号楼各业主：
受烟台山海花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

委托，我公司对莱山区山海路98号34、36、
37号楼的相关面积进行测绘。现测绘数据
采集、内业计算、分层分户图测绘已完成，决
定于2021年1月18日至1月22日在莱山区
山海路96号（天籁花园售楼处）进行测绘成
果公示。请各业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认
真核对所购房屋的现状、位置、边长数据及共
有共用面积分摊方法是否准确，核对无误后
请签字确认。若在公示期内未到现场核实及
签字，我公司将默认该房业主认同本次测绘
数据。对确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疑问，请
在公示期内及时反馈至我公司，我公司将及
时派人现场复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0535-6703536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
莱山区分院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公 告

新华社华盛顿1月16日电 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最新预测显示，至2月6日，美国累计新
冠死亡病例可能达到44万例至47.7万例。这意
味着未来3周美国可能将有高达8万人死于新冠。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6日晚，美国累计确诊病例
超过2375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9.5万例。

据美疾控中心16日发布的数据，15日全美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超过24.7万例，新增死亡病例
3683例。过去7天全美日增确诊病例6次超过
20万例，1月8日单日新增314093例，创美国新
冠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美国《大西洋月刊》
发起的追踪全美疫情项目最新数据显示，本周全
美共报告23259例新增新冠死亡病例，比疫情暴
发以来任何一周均高出25%以上。

美疾控中心：

未来3周全美可能
将有8万人死于新冠

美国当选总统约瑟夫·拜
登的团队16日说，拜登将在
20日就职当天及就职10天内
签署一系列行政令，以应对新
冠疫情、疫情所致的经济危
机、气候变化问题和种族不平
等危机。

拜登团队在一份简报中
说，拜登就职后将履行竞选承
诺，着手解决上述四项危机，
不但要扭转唐纳德·特朗普政
府造成的最严重损害，“而且
要开始推动国家前进”。

这份简报由即将出任白
宫办公厅主任的罗恩·克莱因
发给“即将就任的白宫高级官
员”。美联社评述，美国总统
通常一就职就迅速签署一系
列行政令。

简报列举了拜登将在就
职10天内签署的行政令。

就职当天，拜登将签署
“大约12项”行政令，包括重
新加入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
化的《巴黎协定》，撤销针对一
些国家的移民入境“禁令”，发
布“在联邦财产（建筑和土地）

内和跨州旅行时”必须戴口罩
的百日强制令。

就职次日，拜登将签署多
项行政令，以“改变新冠危机
进程，并且安全地重开校园、
重启商业”，措施包括“扩大检
测、保护劳动者、设定明确的
公共卫生标准”。

美国是全球新冠疫情最
严重国家，累计死亡人数逼近
40万。法新社报道，与疫情暴
发初期相比，美国已减少
1000万个就业岗位。

此外，拜登将于就职首日
向国会提交移民法案。路透
社报道，这项法案涉及为数以
百万计非法移民获得美国公
民身份提供途径。

简报还写道，1月25日至
2月1日，拜登还将签署多项
行政令，涉及增加对美国产品
的政府采购，促进公平和支持
有色人种社区，改革刑事司法
系统，让“低收入和有色人种
妇女”等更多人能够获得医疗
保健。

据新华社电

拜登定于就职10天内
签署多项行政令

新华社昆明1月17日电
连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景洪市与勐海县的景海
高速公路于 15 日分段试通
车，这结束了勐海县不通高速
公路的历史。此后，从云南省
省会昆明到中缅边境勐海县
打洛口岸更加便捷。

西双版纳州地处我国西
南边陲，与缅甸接壤。景海高
速公路主线起于景洪市东，止
于勐海县城南，主线采用双向
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全
长约54公里，设计时速80公

里，是国家高速公路网G85高
速公路联络线的一部分，也是
连接我国中部、西南及通向南
亚、东南亚各国的公路通道。

据介绍，景海高速公路建
成通车后，西双版纳州实现

“县县通高速”，景洪与勐海两
地间的行车时间由原来约1.5
小时缩短至约0.5小时，这对
缓解沿线交通压力、完善地区
路网结构、促进区域产业发
展、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
义，并将进一步搭建中缅互联
互通的交通大动脉。

中缅边境新添一条高速公路

新华社耶路撒冷1月17日电 伊
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多个中东地区国
家16日继续推进疫苗接种工作，巴勒
斯坦、卡塔尔等国疫情有所缓解。

伊朗总统鲁哈尼16日表示，伊朗
将从3月开始疫苗接种工作。他还表
示，病毒变异、季节寒冷等因素使伊朗
疫情形势仍很严峻，因此必须在局部复
工复产的同时继续严格遵守防疫措施，
避免暴发新一轮疫情。伊朗卫生部16
日通报说，该国新增确诊病例6100例，
累计确诊1324395例。

土耳其副总统奥克塔伊16日接种
中国新冠疫苗。奥克塔伊在接种疫苗

后表示，希望所有公民都接种疫苗，这
对个人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都很重
要。土耳其自14日开始大规模接种新
冠疫苗以来，已有65万人完成接种。
土卫生部官网16日晚显示，土累计确
诊2380665例，累计死亡23832例，累
计治愈2254052例。

以色列卫生部16日表示，将从17
日起进一步扩大新冠疫苗接种人群，开
始为45岁至50岁的人群接种。目前
以已有近203万人接种疫苗。以卫生
部16日宣布，新发现4例变异新冠病毒
感染病例，总数已达159例。

巴勒斯坦卫生部16日表示，该国

新冠疫情继续改善，单日新增确诊病
例连续9天下降到1000例以下。巴卫
生部网站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
新 增 确 诊 病 例 427 例 ，累 计 确 诊
170637例；新增死亡病例13例，累计
死亡1861例。

卡塔尔卫生部16日宣布，该国新
增确诊病例204例，累计确诊147089
例，累计治愈143612例，累计死亡246
例。卡塔尔疫情较先前有所缓解，但政
府依然要求严格执行现行防疫措施。

突尼斯卫生部16日表示，在14日
至17日全面封禁结束后，将从18日至
24日实行部分封禁措施。

中东多国继续推进疫苗接种
部分国家疫情有所缓解

巩固发展压倒性胜利
——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之“反腐篇”

2021年1月4日，新年第一个工作日。
上午11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同时

发布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邓恢林，
青海省原副省长、海西州委原书记文国栋，原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问鸣，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原总会计师骆家駹受到党
纪政务处分的通报。

开年之际，4“虎”同时被“开”，再次传递
出惩治腐败零容忍、不放松的强烈信号。

2020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地方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的理念、思路和方法深化标本兼治，反
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不断巩固发展，治理腐
败效能进一步提高。

上图:1月16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
尔格莱德举行的迎接仪式上讲话。 左图:1月
16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机场工作人
员卸载首批100万剂由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
冠疫苗。

首批100万剂由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
冠疫苗当地时间16日上午运抵塞尔维亚首都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卫生部
长隆查尔以及中国驻塞大使陈波前往机场迎
接这批疫苗。 新华社

首批100万剂中国新冠疫苗运抵塞尔维亚

1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亚西苏拉威西省首府马穆朱，救援人
员从地震废墟中转移医疗设备。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7日说，印尼西苏拉威西省日前发
生的6.2级地震已致56人死亡，联合救援队正紧张展开救援工
作。 新华社

印尼地震死亡人数升至56人
救援工作紧张展开

1 月 17
日，人们在日
本神户参加
纪念阪神大
地震 26 周年
活动，悼念地
震遇难者。

1995 年
1月17日，日
本大阪和神
户地区发生
7.3 级地震，
造成 6434 人
死亡，4 万多
人受伤。

新华社

纪念阪神大地震26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