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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朋友们：
明天我们就要跨入 2015年了。在
这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喜庆时刻，我
们欢聚一堂，感到格外高兴。
首先，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
中央军委，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
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向全国广大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各界人
士，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
公安干警，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
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
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友
人，致以节日的祝福！祝大家新年好！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中央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注重
谋划全局性、战略性、长远性的重大问
题，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外交工作取得
重大进展。我们贯彻“一国两制”方
针，坚决维护香港、澳门繁荣稳定大
局，隆重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15周年。
我们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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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两岸交流合作良好势头。中共中央重点
抓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
惩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
奢靡之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我们加
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坚持“老虎”、“苍
蝇”一起打，一批腐败分子被绳之以党
纪国法。
去年同一时间，我在这里说过，开
弓没有回头箭，我们要坚定不移实现改
革目标。一年来，我们蹄疾步稳地推进
各项改革，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确定的 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此外中央有关部门还完成了 108个改革

习近平

任务，各方面共出台 370条改革成果，
一些多年来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了，改
革为我国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这些成绩，是大家共同创造的，光
荣属于大家。
当前，时和势总体有利，但艰和险
在增多。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推进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突出创新驱动，强
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如期完成

“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我们要坚定不移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
荣稳定。我们要深化两岸合作交流，促
进两岸一家亲、共筑中国梦。我们要高
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人类文明
进步事业。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作出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奉
法者强则国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
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我们要逐条逐项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各项部署和措施。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
政治。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坚
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我们要坚
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积极适应国际
国内形势新变化，准确把握规律，紧紧
依靠人民，奋发有为开创各项工作新局
面。我们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在前进
的道路上，我们既不能因循守旧、墨守
成规，也不能罔顾国情、东施效颦。我
们要坚定不移走好走稳自己的路。
同志们、朋友们！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我们隆重庆
祝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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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民政协发挥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
道作用，着力搭建协商平台、创新协商
载体、增加协商密度，聚焦改革发展稳
定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
意、开展民主监督，为推进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的一年，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最广
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不断为事业发展凝聚人心、增添力量。
人民政协要深入进行调研视察、协商议
政，积极开展民主监督，讲真话、进诤
言，出实招、谋良策。要加强协商民主
制度建设，为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
士搭建协商平台、丰富协商形式、创造
民主氛围，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的目标越伟大，我们的使命
越艰巨，就越需要所有人拧成一股绳
去干事创业。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起来，向着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向
着更加辉煌的明天，奋勇前进！
（新华社北京 12月 31日电）

书写正风反腐
新篇章
四川省成都市纪委通过案件检查业务竞赛等，进一
广东省台山市纪委要求镇纪委全部实现有工作台账、有办案程序、有工
步提升干部的履职能力，适应“三转”新要求。 刘涛 摄 作制度……以此推进镇纪委“三转”。
陈立慧 摄
决心前所未有，力度前所未有，成效前所未有！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注定在党的建设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离不开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围绕“三转”频频挥出的重拳——
这一年，他们清理议事协调机构，调整内设机构，把更多力量压到主业上；
这一年，他们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执纪检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

吉林省梅河口市纪委通过明察暗访、重点抽查、
公开曝光等方式，坚决纠正“四风”。
王建勋 摄

一年，他们扭住“四风”不放，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持续释放执纪必严的强烈
信号；这一年，他们紧扣“四个着力”发现问题，巡视越来越聚焦，震慑作用越
来越大；这一年，他们对反映党员领导干部问题线索大起底……
本版今日撷取一些地区的工作亮点，循着其在 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中的“足迹”，展望新的一年。敬请关注！
——编者

这一年，纪委蛮拼的！
2014年，湖南省分四轮完成对 24个省直单位的常规巡视，发现“四个着
力”方面的问题 316个，目前已有 230个问题整改到位。

山东省 17市纪委机关内设机构调整工作全部完成，共新增纪检监察室 23个，增幅为
38.9%；纪检监察室人员编制新增 139个，增幅为 59.9%，监督执纪人员占总数的 70.8%。

湖南四轮巡视发现问题 316个

山东完成市级纪委机关内设机构调整

本报讯（记者 邹太平 通讯员 蒋伟）
2014年 12月 31日，随着《湖南省科协关
于省委第一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
通报》在湖南省纪委官方网站“三湘风纪
网”公布，该省 2014年前三轮巡视的 18
个单位已全部向社会公开巡视整改情况。
据了解，湖南省 2014年分四轮完成
了对 24个省直单位的常规巡视，发现“四
个着力”方面的问题 316个，向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移送问题线索 41条，向各级组
织人事部门移送问题线索18条。目前已
有230个问题整改到位；根据巡视组提供
的线索，立案查处处级以上干部 4人，组
织处理处级以上干部 18人。
利剑再出鞘，竭力斩“毒瘤”。该
省在巡视过程中一方面注重挖掘问题线
索，一方面通过公开倒逼问题整改。
2014年 5月，湖南省委巡视办专门制
定下发 《关于做好巡视整改情况公开工
作的意见》，要求每轮巡视进驻时向社
会公布联系方式，结束时公布巡视情况
反馈，巡视后通报巡视整改情况等。
据该省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第
二轮巡视中，巡视组刚刚进驻省教育厅
便接到举报：省教育考试院的几名干部
借考察之名，绕道内蒙古海拉尔公款旅
游。经核查属实。最终，相关责任人受
到相应处分，并自行承担旅游花费。该
院随后公开整改情况：规范干部职工外
出审批、差旅费管理等制度。
“通过公开巡视反馈意见和巡视整
改情况，督促被巡视单位切实整改落
实。”省委第二巡视组组长陈克鑫介
绍，巡视组在司法厅巡视时发现，有的

本报讯（记者 李亮科）2014
年 12月 24日，山东省青岛市
纪委完成内设机构人员及职责
调整工作，从事监督执纪的人
员编制占机关编制总数的
69.2%。这标志着山东省 17市
纪委机关内设机构调整工作全
部完成。
2014年 6月上旬，山东省
纪委完成省级机关内设机构调
整。6月下旬至 7月中旬，省纪
委对市、县两级纪委机关内设
机构调整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先后与 20位市纪委书记、副书
记进行个别交谈，召开 5次座
谈会听取 14位县 （市、区） 纪
委书记的意见建议。通过调
研，发现存在机构设置不统

晒“清单”促整改

监所党委主要负责人对党风廉政建设认
识片面。2014年 9月 22日，巡视组将反
馈的问题公开后，省司法厅于 10月初就
部署开展“禁违拒腐严管队伍”专项活
动；两个省直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因抓
党风廉政建设不力、执纪不严被调整岗
位，1名副监狱长受到行政处分，1名政
委、1名纪委书记接受诫勉谈话。
省委各巡视组还通过收集干部群众
对整改情况的意见建议，对整改落实不
力的地区和单位适时杀“回马枪”，以
巩固巡视整改情况公开的成效。
2014年 11月 3日至 21日，省委巡
视办组织巡视整改督查督办组，对株洲、
湘潭、益阳和常德等市杀“回马枪”，发现
某市对巡视组移交的 3条问题线索仍旧
没有核查结果，省委巡视办于 12月再次
发出督办函。目前，该市正深入调查。
2014年 1至 11月，湖北
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9126件，结案 8366件，处
分党员干部 8435人，移送司
法机关 546人。
本报讯 2014年 12月 29日，湖北
省纪委监察厅官方网站再公布一起案
件查处信息：鄂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马细东因涉
嫌严重违法，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

元旦前夕，福建省
莆田市涵江区相关部门
组成的督查小组通过调
阅邮局营业收入账目等
方式，严查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利用公款购
买、印制、寄送贺年卡
问题。区纪委同时进行
不定期抽查。图为督查
人员在邮局抽查。
吴震 摄

监督执纪人员占比超七成
一、名称不规范、聚焦主业不
足、个别地方纪检监察室设置
少等问题。
对此，省纪委召开常委会
进行专题研究，明确要求做好
各市纪委内设机构调整方案的
指导、审核和督促落实工作，
实行一周一调度，并定期在省
纪委内网发布进展信息，推进
工作落实。各市纪委也召开常
委会专题研究，主动向市委主
要领导汇报，并与组织、编制
部门沟通协调，确保全省市级
纪委机关内设机构调整工作顺
利推进。
据山东省纪委组织部负责
人介绍，此次调整后，17市纪
委新增纪检监察室 23个，增幅

为 38.9%；纪检监察室人员编
制新增 139个，增幅为 59.9%，
监督执纪人员占总数的 70.8%。
除此之外，各市纪委均单
设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专司
系统干部监督工作；将办公室
（厅）、监察综合室整合为办公
室 （厅）；撤销干部室，设立组
织部；撤销宣教室，设立宣传
部；将党风政风监督室、执法
和效能监督室整合为党风政风
监督室，加挂纠正行业不正之
风办公室牌子。撤销、整合与
主业无关的部门，或移交相关
职能。如，青岛、聊城撤销行
政审批和公共资源交易监察
室，泰安、德州、潍坊撤销市
优化发展环境办公室等。

湖北对违纪违法“零容忍”

八千余干部受处分

2014年，湖北省纪委监察厅官方
网站，已成为人们获取该省反腐信息
的第一窗口。该网站 2014年一年共发
布案件查处信息 180余条，平均不到 2
天就发布 1条案件查处信息。其中，省
纪委立案查处的相关信息有 23条。

湖北省反腐利剑频频出鞘。据最
新统计，2014年 1至 11月，该省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9126件，结案
8366件，处分党员干部 8435人，移送
司法机关 546人。立案、结案、处分数
分别同比增长 54.5%、54.2%、53.8%。

连云港针对“三公”开展专项治理

解决一个销号一个

本报讯 “你单位热线服务中心
借用下属国有企业车辆，请限期整
改。”这张 《整改通知单》 下发不到
3天，涉事单位已将违规借用车辆归
还原单位。这是江苏省连云港市针对
“三公”方面问题开展专项治理的一

个缩影。
2014年，连云港市以问题为导
向，针对“三公”开展专项治理，为
存在的问题建立台账，解决一个销号
一个。
针对公款吃喝向隐蔽场所转移等

□顾远山
告别 2014，迎来 2015，人们总是在盘点和思考中，
对新的一年寄予期待和希望。前不久揭晓的“汉语盘点
2014”，“反腐”当选年度国内词，正说明了这一年的重
要特点和亮点所在。
回首 2014，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毫不懈
怠，以猛药去疴、壮士断腕的决心，持之以恒纠正“四
风”，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取得新的成效，进一步赢得
了党心民心。
事实最有说服力。
这一年，打“虎”不手软，除周永康、徐才厚、令
计划等人外，另有 30多名中管干部因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接受调查，一系列反腐大案相继取得突破性进展，让
反腐败斗争高潮迭起。
这一年，拍“蝇”不留情，仅 2014上半年，全国纪
检监察机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人数就比 2013年同期增
长三成多，
“ 小官巨腐”、
“ 蚁贪”等问题引起了高度关注。
这一年，反“四风”不松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圆满收官，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 5万多起、处理党员干部 6万余人，均是 2013年全年
的 2倍多。
这一年，造“笼子”不马虎，深化纪检体制改革，
锻造巡视利剑，加强派驻工作，填补党内监督空白，进
一步织密了制度之笼。
正是在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一系列“组合拳”有力
出击之下，我们才能取得扎实的正风反腐成绩，使党风
政风更加清正，使党的政治肌体更加健康。实践证明，
反腐败是兴党兴国之举，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
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成绩来之不易，未来更需再接再厉。正如日前召开
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的，当前“四风”问题和腐败现
象蔓延势头得到一定遏制，但要冷静清醒认识反腐败斗
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保持高压态势，持续遏制不正
之风和腐败现象蔓延势头。
展望新的一年，正风反腐如何巩固成果，深化拓展
从严治党新常态，是社会关注所在，也是中央要求所
在。这就需要突出重点、抓住要害。强化纪律刚性约
束，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才能防止团团伙伙、结
党营私、拉帮结派；保持常抓的韧劲和长抓的耐心，常
抓抓出习惯来，耐心抓抓出长效来，才能防止“四风”
反弹；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才能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
延势头；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打造纪检“铁
军”，才能激发敢打敢拼、动真碰硬的战斗力，为反腐
败斗争注入强大动力。
气可鼓而不可泄，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
年，也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关键之年。乘势
而上、敢于担当、勇于克难，我们必将书写正风反腐的
崭新篇章。

湖北省委、省纪委认为，当前反
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必须下猛
药、出重拳。不管涉及什么人，只要触
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省科技厅
原副厅长张震龙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
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接受礼金，与他
人通奸；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罗长刚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干部
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
赂，与他人通奸；宜昌市原副市长郑
兴华在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方面谋
取利益，收受贿赂，接受礼金，均受

问题，市纪委联合市公安局、市工商
局等部门成立 8个检查组，对 150余
家特色餐饮饭店、“农家乐”、单位食
堂进行明察暗访，共纠正以单位名义
订用私餐问题 20余个。同时，督促
相关职能部门出台 《党政机关公务接
待管理规定》、《市级机关差旅费管理
办法》 等规范性文件。
连云港市公安局、市行管局、市
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则针对公车套
牌、超标配车等突出问题，在全市开

到省纪委严肃查处，并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据
了解，该省 2014年共查办涉及厅级干
部的案件 38件，创历史之最。
既打“老虎”，也拍“苍蝇”、灭
“病菌”。2014年，湖北省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共查处涉及县处级干部的案件
364件，同比上升 71.7%；查处涉及乡
科级干部的案件 1719件，同比上升
84.4%；查处涉农案件 3696件，同比
上升 38.53%。
（杨宏斌 张烈红）

展两次突击检查。共查出违规借用车
辆 58辆，已全部归还；拍卖处理超
标公务用车 6辆。市纪委对存在违规
换用车辆的 5个单位主要领导进行警
示约谈。
针对部分单位存在公款购买以及
发放各种商业预付卡等问题，市纪委
定期与税务部门沟通，分析异常发
票。2014年以来，共纠正相关违规
行为 32起。
（鲍婉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