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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审判省部级及以上官员
超过40人、 海外追逃900余
人……2016年，反腐依然是中
国最具热度的话题之一。 与营
造不敢腐的氛围相同时，2016
年全面从严治党、 监察体制改
革等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制度安
排开始落实。 梳理一年来的反
腐行动，6大看点值得关注。

彰显“永远在路上”的
决心与力量

� � �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党要管党必
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 必须严明党的纪律，把
纪律挺在前面，用铁的纪律从严治党。同时加强
党内监督，指出党内监督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
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成为各级党组织完善党内
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行动指南。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当前，全党上下正
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
从严治党，就是要从转变作风入手，通过反腐败
发力，用制度作保障，用信仰塑灵魂，从小到大、
从外到内，标本兼治、固本培元。

全面从严治党，从抓八项规定精神落实可见
一斑。中纪委通报显示，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
截至今年10月，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14.6万多起，处理19.7万人。

� � � � 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
山西省、 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
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
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
推开积累经验。目前，三地都已成立领导小组，紧
锣密鼓推进改革工作。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表示， 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 体现了
中央深化改革和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监察委员会
实质上是反腐败机构，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
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 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
等工作力量，作为监督执法机关与纪委合署办公。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纪委特邀监察员马怀
德表示，构建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将所有
行使公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全部纳入监察范畴，
有助于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监督环境。

� � � �中央纪委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1月，今年“天
网” 行动共从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908人，其
中外逃国家工作人员122人， 追回赃款23.12亿
元，“百名红通人员”19人。

2014年全面启动追逃追赃行动以来， 一共
追回2442人， 追赃总额85.42亿元，“百名红通人
员”已有37人落网。其中，自称“死也要死在美国”
的“百名红通人员”通缉犯杨秀珠，在外逃13年后
回国自首，这也是今年海外追逃的标志性事件之
一，充分显示出对外逃分子一追到底的决心。

我国政府积极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G20杭
州峰会通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
则》《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
划》， 表明中国关于反腐败追逃追赃合作的倡议
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大的影响和支持。

开启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
两大文件把纪律挺在前面

天网恢恢 虽远必追
相关链接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对所有公职人员实现全覆盖

海外追逃一追到底：
追赃23.12亿元

� � � �记者梳理发现，2016年，已
有超过40位省部级及以上级别
的官员被开庭审理或判刑。无
一例外的是， 这些受审的官员
都被指受贿， 其中一些人有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名。 全国
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
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成为刑法修

正案（九）实施后首个适用终身
监禁的正部级落马官员。

10月9日， 河南省安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全国人大环
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
员白恩培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案， 对被告人白恩培决定执行
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
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
减刑、假释。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
席赵黎平除了犯受贿罪外，还
有故意杀人、非法持有枪支、弹
药、非法储存爆炸物的罪名。11
月11日上午， 山西省太原市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数
罪并罚， 决定对赵黎平执行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

“打虎”力度不减节奏不变：
超40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受审

� � � �骗取拆迁补偿款、套取农业
保险补偿款等一系列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蝇贪”问题，始终是反腐工
作的重点。在今年1月份召开的中
纪委六次全会确定的全年主要任
务中， 明确要着力解决群众身边
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截至11月，今年中央纪委官网

以每月通报形式， 连续10个月通
报全国各地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
之风与腐败问题案例共989起。一
些省份通过热线举报、 重点查处、
强化监管等方式，加强对惠民资金
等的监督。今年4月至8月，湖北省
收集人口、户籍、车辆等比对数据
2.7亿条，运用惠民资金监管软件，

比对发现有房、有车、有工作的人
员违规领取补助资金等问题线索
185.3万条。 随后组织乡镇入户核
查， 处理违纪党员干部1.35万人，
全省追缴退交违规资金1.22亿元。

李永忠认为，随着反腐不断
深入，拍苍蝇、挖蛀虫，解决群众
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
仅需要相关管理政策的完善，更
重要是持之以恒从制度上、细微
处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拍蝇”力度加大：
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

� � � � 今年11月， 经中央批准，十
八届中央第十一轮巡视对北京、
重庆、 广西、 甘肃4省区市进行
“回头看”。 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
议指出，“回头看”就是再巡视，凸
显党中央顽强的意志品质和党
内监督的韧劲。今明两年中央和
各省区市将要开展换届工作，这

关乎党和国家事业的未来。要把
全面从严治党体现到选对人用
好人上，把好政治关和廉洁关。

十八届中央第十一轮巡视是
2016年以来中央开展的第三轮巡
视，也是中央巡视第三次进行“回
头看”；今年2月，十八届中央第九轮
巡视对辽宁、安徽、山东、湖南4个省

进行“回头看”；今年6月，十八届中
央第十轮巡视对天津、江西、河南、
湖北4个省市进行“回头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
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巡
视“回头看”可以切实督促被巡视
单位落实整改责任， 确保巡视无
死角、问题无复发，让反腐更加精
准。与此同时，“回头看”作为不断
强化反腐的一种重要机制， 针对
性强，不给腐败分子留下机会。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开展“回头看”成常态：
对12省区市杀“回马枪”

� � � � 今年9月， 世界瞩目的G20杭州
峰会举行。 在峰会取得的丰硕成果
中，除了经济议题，还有一项内容备
受关注。G20各国领导人一致批准通
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
原则》、在华设立G20反腐败追逃追赃
研究中心、《二十国集团2017-2018
年反腐败行动计划》。 这是我国积极
开展反腐外交，推动构建国际反腐新
秩序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八次会议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反
腐败公约》， 在公约框架下加强反腐
败双边多边合作。2014年11月，亚太
经合组织第26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
举行，会议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
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

今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3项
成果，特别是《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
逃追赃高级原则》，内容涉及拒绝腐
败分子入境、 建立个案协查机制等

多个方面， 明确要求各国为追逃追
赃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高级原则》
开创性地提出 “零容忍”“零漏洞”“零
障碍”重要原则，合作目标更加明确，
合作措施和路径更加具体，把《北京
反腐败宣言》变成行动。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9月23日，
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
心在北京正式揭牌，这是第一个面向
G20成员国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
的机构，将为我国海外追逃追赃提供
智力支持。外交部9月底的数据显示，
我国已与近60个国家签署了79项司
法协助条约，与46个国家签署了引渡
条约。 反腐外交不断打开崭新局面，
我国在国际反腐合作中的话语权和
规则制定权不断增强。

天网恢恢， 虽远必追。 一张反腐
“国际天网”正在拉开，让已经潜逃的无
处藏身，让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 �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内重
拳反腐的同时，大力推进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积极开展反腐
败国际合作，推动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大批外逃分子被缉拿
归案，一张反腐“国际天网”正在织就。中央纪委最新数据显示，
2014年以来， 我国已从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442
人，追赃金额85.42亿元。

� � � � 2015年4月， 国际刑警组织中国
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针对100名涉嫌
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
件涉案人等人员红色通缉令。“百名红
通”一经发布，就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

截至目前，“百名红通” 人员中
已有37人落网，其中，今年以来落网
19人。 海外不是法外， 外逃不是出
路。追逃“百名红通”人员只是海外
追逃追赃工作的一部分。

2014年，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立 ，由
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
银行等8个与追逃追赃工作密切相
关的单位组成。

2015年4月， 在中央追逃办统
筹协调下，“天网”行动拉开帷幕。

该行动由多个专项行动组成 ：
公安部牵头开展 “猎狐行动”，重点
缉捕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和腐败案
件重要涉案人； 最高检牵头开展职
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重
点抓捕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
人； 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开展打击
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
移赃款专项行动； 中央组织部会同
公安部开展治理违规办理和持有因
私出入境证照专项行动……

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最新数据
显示 ，2014年1月至2016年11月 ，
我国已从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
逃人员2442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
作人员397人， 追赃金额85.42亿
元人民币。今年1至11月，追回外逃
人员908人，追赃金额23.12亿元。

“百名红通”37人落网 追逃追赃快马加鞭

“国际天网”越织越密 反腐外交打开新局

� � � � 11月30日， 企业家在福建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榕城监狱参观。 新华社发

———2016年中国反腐6大看点

新华社发天网恢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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