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10月 11 日，设

在北京梅地亚宾馆的十九大新闻中

心正式开始对外接待服务， 为境内

外记者采访十九大提供服务保障。

十九大新闻中心驻地设置了

新闻发布厅、个别采访室、融媒体

访谈室、广播电视信号服务室、网

络服务室、图片服务室、医疗服务

室等功能区， 为记者提供新闻采

访、资料查询、电视公共信号等方

面的服务和保障。新闻中心将组织

一系列新闻发布会、 记者招待会、

集体采访、专题新闻发布会，以及

组织外国记者和港澳台记者在北

京及周边城市参观采访活动等。

十九大新闻中心主任胡孝汉

介绍说， 新闻中心从硬件设施和

软件系统两个方面提高服务水

平。如大幅增加了记者工位，由十

八大新闻中心时的 46 个增加到

170 个；同时，大幅提升信息保障

水平， 媒体通信区由 2个增加到

4 个； 互联网宽带由 100 兆提升

至 1000兆； 网络接口由 36 个增

加到 218个；服务区、办公区和发

布厅免费

WIFI

全覆盖； 宽带上

网由 4兆带宽提速至 20兆带宽。

十九大新闻中心还开发了境

外记者报名注册审核系统和采访

代表申请审核系统，并新增融媒体

访谈室服务，满足媒体记者融媒体

报道需要。 此外，新闻中心还提供

移动式交互信息服务，记者可以通

过新闻中心微信公众号实时咨询、

了解新闻中心服务内容和措施，

及时、便捷地掌握相关资讯。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违

规公款消费、随意铺张浪费等百

姓深恶痛绝的不良风气得到有

效遏制。 截至 8月底,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 18.43 万起,处理

党员干部 25.02 万人,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 13.61 万人,违纪行为

从 2013年起逐年大幅减少。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现在迎

来送往少了, 文山会海少了,吃

请送礼少了,“四风” 在基层得

到有效遏制。

中南大学地方治理研究院

副院长吴晓林等专家表示,接下

来,应进一步加强党员理想信念

教育, 强化正面引导和反面警

醒,在党内外形成风清气正的政

治风气,让良好作风建设成为全

社会同频共振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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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40 分许， 在沪昆高速安

顺 往 贵 阳 方 向 平 坝 段

1902KM+300M 处发生一具

无名男尸，年约 50 岁左右，

体态瘦，长发，死者因交通事故死亡，死者上身穿黑色夹

克，内穿深色格子衬衫，下穿灰色裤子，有知其身份者请

与我队联系， 联系人： 高警官、 周警官、 联系电话：

0851-34224120

寻死者亲属

安顺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大队直属二中队

2017年 10月 10日

5 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 坚决有腐必反、有

贪必肃, 面对复杂严峻形势,动

真碰硬。 周永康、薄熙来、郭伯

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人

的违纪违法问题得到处理,一批

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厅局级干

部被立案审查。

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国共立

案审查中管干部 280 多人,厅局

级干部 8600 多人, 县处级干部

6.6万人。 共查处十八届中央委

员、候补委员 40 人,中央纪委委

员 8 人。 截至 8 月底,通过“天

网行动” 先后从 90 多个国家和

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3339 人,追

回赃款 93.6 亿元,“百名红通

人员”已到案 40余人。

与此同时,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把坚决整治人民群众身边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中

之重来抓。 截至今年 6 月底,共

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

134.3 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

64.8 万人,百姓身边的“蝇贪鼠

害”得到有效整治。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

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十八

大以来打虎、拍蝇、猎狐成效

明显,已经形成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态势,腐败蔓延势头得到

有效遏制。

五组数据读懂

正风反腐这五年

10 月 9 日, 十八届中央

纪委八次全会在北京举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聚焦全面从严治党、 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推动

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

势,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突出

成就。

对此， 纪检监察干部和

专家学者通过五个关键方面

的数据对这五年来正风反腐

工作进行梳理, 看打虎拍蝇

如何掀起风暴, 作风建设如

何久久为功。

喜迎党的十九大

巡视、巡察工作是十八大

以来推进从严治党的一大亮

点。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先后召开 23 次会议研究

巡视工作, 审议巡视专题报告;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

115次会议研究部署相关任务。

中央巡视组先后开展 12 轮

巡视, 共巡视 277 个党组织,对

16 个省区市“回头看” ,对 4 个

中央单位开展“机动式” 巡视,

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一届任

期巡视全覆盖。十八届中央纪委

执纪审查的案件中, 超过 60%�

的线索来自巡视。

5 年来,巡视全覆盖的格局

已经形成,各省区市党委完成了

对所属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党组织巡视全覆盖,市县巡察工

作有序推进。通过巡视巡察发现

的问题线索,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对 1225 名厅局级、8684 名县处

级干部立案审查。

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 监督责任 “两个责

任”不断夯实。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8

月,全国共有 6100余个单位党委

(党组)、党总支、党支部,300余个

纪委(纪检组)和 6万余名党员领

导干部被问责,强化问责成为管

党治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

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

和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斌雄认

为,抓好责任定位是落实党风廉政

责任制的“牛鼻子” ,种好“责任

田” 是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的关

键。狠抓“两个责任” ,强化追责问

责,带动了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5 年来,中央从出台八项规

定开始, 制度之笼越扎越紧。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

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共出

台和修订党内法规 80 余部,党

内法规体系基本建成。

2016 年底, 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拉开帷幕。 目前, 北京、山

西、浙江 3个试点省市改革取得

实质进展,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

会转隶组建工作已完成。一个在

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

作机构呼之欲出,将实现对所有

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

覆盖。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

学院教授徐行说, 反腐败的核心

问题是如何确立一套预防腐败和

反对腐败的制度,“让铁规发力,

让禁令生威, 才能最终打赢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

坚战、持久战。 ” 据新华社电

十九大新闻中心正式开始对外接待服务

■280余中管干部被立案审查

■超 60%�案件线索来自巡视

■18万起违反八项规定问题被查

■6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被追责

■80余部党内法规出台或修订

八省市试点

律师刑辩全覆盖

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日前联合

出台了《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

工作的办法》，办法规定，律师刑事辩护全覆盖工

作在北京、上海、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四川、陕

西 8个省（直辖市）试点。

办法所指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主要是刑

事案件审判阶段的律师辩护全覆盖， 这是推进司

法改革和律师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 也是我国人

权司法保障的一大进步。

为确保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落到实处，

办法明确规定二审人民法院发现一审人民法院未

履行通知辩护职责， 导致被告人在审判期间未获

得律师辩护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

法院重新审判。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1 日证

实，10月 10日，美军“查菲” 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

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进行所

谓“航行自由行动” ，中方随即派出军舰机依法对

美舰实施查证识别，并予以警告驱离。

华春莹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指出，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1996年 5月，中国政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宣布了

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 美舰有关行为违反中国法

律和相关国际法，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危及双方一线人员生命安全。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坚定措施捍卫中国的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

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 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南

海和平稳定的努力，停止此类错误行径。 ” 华春莹

说。

中方予以警告驱离

美军舰擅闯中国西沙群岛领海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1

日在特区立法会发表上任后首份施政报告。 报告

涵盖发展多元经济、改善民生、打造宜居城市及青

年政策等多个领域， 力求 “为香港未来带来新起

点” 。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回归祖国 20 年来保持了

特色和优势，证明了“一国两制” 在香港“行得通、

办得到、得人心” 。 每个热爱香港的人都有责任全

面准确地确保“一国两制” 在香港沿着正确方向

前进，有责任向任何冲击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的行为说“不” 。

林郑月娥发布首份施政报告

力求为香港带来新起点

据《北京晚报》消息 “中国雄安”“雄安” 字

样在商标注册工作中将予以保护； 住所在雄安新

区的企业可以冠以“河北雄安”字样。 国家工商总

局 10日在官网对外公布《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

规划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将依法对“雄安” 字

样在企业名称核准中予以特殊保护。

《意见》共 11 条，包括：依法将“雄安” 字样

在企业名称核准中予以特殊保护。 雄安新区工商

和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将“河北雄安” 作为行政区

划使用， 参照企业名称行政区划登记管理有关规

定，住所在雄安新区的企业可以冠以“河北雄安”

字样。

“雄安”字样获特殊保护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