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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万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来自北京的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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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对象人数从２１万增加到
９９．７万 ， １２项调查措施全使用 、
留置６０多人， 追回 “百名红通人
员” 刘常凯等外逃人员……这是
作为全国首批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地区的北京市 ， 交出的改革答
卷， 北京经验为全面推开和制定
国家监察法提供了实践支撑。

全覆盖： 从２１万到近１００万
２１万人， 这是北京市监察体

制改革前的监察对象数字。 改革
后， 北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
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全市监
察对象９９．７万人， 较改革前增加
７８．７万人。

作为中央确定的三个监察体
制改革试点地区之一， 经过准备
成立、 转隶组建、 融合磨合三个
阶段， 北京已经全面完成改革试
点的各项任务。

北京市委常委 、 市纪委书
记、 市监委主任张硕辅说， 试点
以来， 北京市运用监督执纪 “四
种形态” 处理１０１８６人次 ， 同比

增长５５％。 北京市区两级党委对
反腐败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
党委书记批准立案及纪律处分件
次明显增长 ， 问责数量大幅提
升 ， 释放出执纪必严的强烈信
号， 改革成效正在进一步显现。

在改革中， 北京市监委从内
部权力制衡做起 ， 明确权责边
界， 领导班子分工实行监督、 审
查、 审理、 案管 “４个环节” 分
离 。 市区两级内设机构均实现
“监审分设”， 执纪监督部门负责
联系地区和部门的日常监督， 审
查调查部门专司执纪审查和依法
调查， 实行 “一次一授权”。

留置代替“两规” 办案
效能明显提升

去年４月７日， 北京市通州区
监察机关的工作人员， 第一次对
被调查人宣布使用留置措施。 在
留置执行通知书上签字的被调查
人李华， 原是北京市通州区永乐
店镇财政所的一名出纳。

经查， 他在工作期间利用自

己负责管理通州区永乐店镇人民
政府银行账户的职务便利， 先后
５次从该账户向其个人账户转款
共计人民币７６１万元， 用于个人
股票交易活动。 李华案从监委初
核、 调查、 处分， 到检察院提起
公诉， 再到最终法院判决， 只用
了６６天。

留置取代 “两规” 措施， 是
监察体制改革中备受关注的一个
焦点。 截至目前， 北京市对６１人
采取了留置措施。 其中， 市监委
机关留置７人、 区监委留置５４人。
在具体执行中 ， 留置平均用时
５８．５天， 较２０１６年 “两规” 缩短
２０．２天。

北京市纪委、 市监委案件监
督管理室主任刘永强说， 在执行
过程中， 北京既坚持用好包括留
置在内的１２项调查权， 也对留置
审慎使用。 例如， 西城、 朝阳、
昌平等区监委还探索了未留置案
件直诉办理模式， 对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的９起涉嫌职务犯罪案
件， 采取不经留置直接移送的方

式 ， 进一步提高了案件处置效
率， 节约了办案成本。

在试点中， 北京也构筑了规
范内部运行和纪法衔接的制度体
系。 北京市规定， 采取留置措施
需 “报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批
准， 予以立案审查 （调查）”， 而
“对局级或相当于局级的监察对
象采取留置措施的， 还需报市委
主要领导批准”。

转隶： 从物理组合到化
学聚合

根据监察体制改革方案， 曾
经隶属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贪
污贿赂局、 反渎职侵权局、 侦查
指挥中心、 举报中心、 职务犯罪
预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整体转
隶到北京市监委。

在试点三省市中， 北京市监
委机关转隶干部数量最多。 全市
从检察机关共划转编制９７１名 ，
实际转隶７７２人， 其中市本级２２９
人， 与市纪委原有人数相当。

刘永强说， 转隶后， 所有人

员全部打散分到各个室， 没有整
建制保留， 这样的好处就是优势
互补。

北京市纪委常委陈名杰说 ，
北京市制定了转隶工作方案， 及
时冻结单位人员编制， 暂停人事
调整， 并拉出 “六类清单”， 建
立转隶台账。 在人员待遇上， 两
支 队 伍 原 有 工 资 待 遇 和 职 务
晋升方式也有较大差异。 为此，
北京市制定相关办法， 积极稳妥
处理， 保证转隶干部工资待遇
不变。

一个数据能初步体现融合的
效果。 陈名杰介绍： “我们把原
来纪委和检察院负责追逃追赃工
作的力量统一整合为监委第十七
室， ２０１７年北京市共追回外逃人
员３２人， 是上年全年的２倍。”

张硕辅表示， 北京将进一步
巩固和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
成效， 切实把改革试点所形成的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巩固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夺取压
倒性胜利。 据新华社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
百年来， 以水为纽带， 连接上下
游、左右岸、干支流，形成经济社
会大系统。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召开两年来，从巴山蜀水，
到江南水乡，各地努力践行“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一幅清江水、绿岸线
的图景徐徐展开。

从黑码头到绿岸线
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湖

北宜昌，借助便利的航运条件、丰
富的磷矿资源， 这座中部城市经
济一度高速增长，却落下个“化工
围江”的坏名声。

怎么破？唯有壮士断腕。
初冬时节， 记者溯江而行，

目之所及， 一片绿色。 “你可能
不知道 ， 这些地方之前是黑码
头。” 宜昌市常务副市长袁卫东
指着车窗外说， 根据中央环保督
察组的反馈意见， 省政府下达宜
昌市长江干线非法码头治理任务
78家， 其中， 取缔49家、 规范26
家、 提升3家。

实际上， 宜昌取缔非法码头
的数量达151家。

不光是取缔， 拆除生产作业
设备后，宜昌积极植树复绿，总面
积47.7万平方米， 修复生态岸线
25公里。

在距离长江大约500米的三
新磷钙有限公司， 一批已经拆除
的设备堆在空地上。 宜昌市猇亭
区区长杨卫华坦言，2011年引进
这家公司， 是为了更好利用低品
位磷矿，提高资源利用率，这家工
厂在一定时期做出了一定贡献，
“但在新时代背景下，无论是从技
术角度，还是生态角度，其被关停
是必然的。”

仅仅宜昌，仅2017年，就有25
家沿江化工企业“到了站”，而这
只是该市沿江一公里内化工企业
“清零”3年行动的第一步。

放眼整个长江流域，6项生态
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犹如利剑出

鞘，959座“黑码头”全部被拆除、
其中809座完成生态复绿 ，110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928个黑臭
水体整治已开工826个、 完工498
个……

“两年来，最深刻的变化是理
念的转变。”泸州市委书记蒋辅义
感慨， 无论干部群众， 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深入人心，
成为共识。

加减快慢“宜”为重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召开两年来， 长江沿线各地围绕
“加减快慢”、围绕“宜”字，下了不
少功夫，取得一些进展。

长江上游，云南，洱海。流域
“两违”整治行动、村镇“两污”治
理行动、面源污染减量行动、截污
治污工程提速行动……由此 ，
2017年1月至10月，有一半的月份
水质达到II类标准， 较2016年同
期增加1个月份；10月份洱海水体
透明度升高至1.9米，达到2000年
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长江中游，湖北，武汉。汉阳
六湖连通、 大东湖生态水网等工
程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 污水处
理率达到95%以上， 中心城区污
泥处理能力达到1600吨/日 ，300
余家化工企业全面停产外迁及厂
区搬迁腾退。

长江下游，上海，崇明岛。为
打造体现中国元素、江南韵味、海
岛特色的世界级生态岛， 上海规
划先行，制定发布《关于促进和保
障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决
定》等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加减并
举，严格管控生态空间，划定生态
红线。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整体而言，两年来，相关地

区在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
倒性位置方面统一了思想、 做了
大量实际工作。

“共”字打头抓保护
长江经济带覆盖面积约占全

国的21%， 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
过全国的40%。搞好长江大保护，
不能各自为战， 必须坚持一盘棋
思想，在“共”字上做文章。

各地为此积极摸索。2017年6
月30日， 首届长江上游地区省际
协商联席会议在重庆召开，重庆、
四川、云南、贵州四省市审议通过
《长江上游地区省际协商合作机
制实施细则》。

长江中游的湖北、 江西、 湖
南在湖泊保护与生态修复中也加
强合作， 联合执法打击在长江干
流非法建设码头、 非法采砂、 非
法捕捞。

同时，应该清醒认识到，尽管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
优先、 绿色发展” 理念已深入人
心，在实践层面，不平衡不充分的
现象却依然存在， 容不得有松口
气、歇歇脚的想法。

以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
2017年12月22日向四川反馈的督
察意见为例。 督察组认为， 长江
部分支流水环境 “形势严峻 ”。
具体而言， 长江干流四川段、 金
沙江、 沱江、 岷江、 嘉陵江等五
大流域约30%的监测断面水质不
达标。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吴晓华认为， 沿江各地在做好各
自分内工作的基础上， 要尽快推
动生态利益补偿机制、 特别是横
向补偿机制的破题，否则，长江经
济带难以真正成为有机主体。

据新华社

守护“绿水青山”严防“山穷水尽”

新年伊始， 纷纷扬扬的降雪
让新疆北部进入了银装素裹的世
界。冬日里，白雪落地为“银”，生
活在冰雪世界里的人们也收获了
更多的财富。

作为全国著名景区， 素有人
间仙境之称的喀纳斯冬季旅游受
到普遍关注。 随着交通及住宿条
件等方面的改善， 越来越多的游
客选择在冬季来到阿尔泰深山之
中，感受这片静谧的“世外桃源”。

哈萨克族牧民莎吾琳奇肯住
在喀纳斯禾木村美丽峰脚下，目
前经营着一家叫做“迪娜小屋”的
牧家乐。 以往这个小屋主要在夏
秋两季接待游客， 现在冬天也开
始忙碌起来。 从2017年11月至今
小屋已经接待了三四百人， 收入

近万元。在莎吾琳奇肯家，游客可
以吃到地道的哈萨克族美食———
马肉纳仁， 喝上醇厚的奶茶。“这
几年我们家从事旅游收入就达到
两万多元，占到了总收入一半，现
在喀纳斯不仅夏天好， 一年四季
都好。”莎吾琳奇肯说。

冬季旅游让寂静的喀纳斯再
次热闹起来， 当地的居民纷纷抓
住这一机会办起了冬季牧家乐和
家访点， 提供各种具有民族特色
的服务， 在介绍民族文化的同时
也收获着白雪带来的财富。

图为在新疆喀纳斯禾木村举
办的泼雪节上， 当地居民脚踩古
老毛皮滑雪板， 正在为游客展示
原始狩猎比赛。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1月
5日上午， “迎新·贺年———江苏
省 中 国 画 学 会 艺 术 家 为 环 卫
工 人 送艺术活动 ” 在南京市鼓
楼区环境卫生管理所举行。 据了
解，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中国画学
会、 南京市鼓楼环卫公司、 鼓楼
滨江环卫公司联合组织， 全国政
协委员、 江苏省中国画学会会长
高云等人为通宵与南方暴雪战
斗、 保障南京居民出行的环卫工

友送福字、 写对联、 披红围巾、
画肖像。

相关负责人表示， 江苏省中
国画学会坚持深入人民群众生
活、 在基层扎根， 把一线工作者
的喜怒哀乐落实在笔端， 为他们
送去温暖。

环卫工人们表示， 艺术家在
新年时节送来的祝福不仅温暖身
心，更是一份传统优秀文化大餐，
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南京环卫鏖战暴雪收祝福

人间仙境里的“白色财富”

———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两周年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