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遭弹劾后首露面

朴槿惠全盘否认指控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朴槿惠1日下午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

媒体记者座谈会，就“亲信干政门”表态，全盘否认所受指控。
这是朴槿惠遭弹劾后时隔23天首次与外界人士接触， 也是她
被停职后首次以记者座谈会形式就有关疑惑表态。

调查人员怀疑，朴槿惠任由亲信崔顺实干预政务、参与施
压多家公司向与崔顺实有关的两家基金会捐款、 在2014年

“岁月”号沉船事件后缺乏作为、打压“文化界黑名单”上榜人
士等等。在野党阵营当天回应，谴责朴槿惠“极其无耻”，认为
她在元旦讲话中的否认态度加剧了民众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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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1月2日，据《篮球先锋报》报道，国家
体育总局正酝酿对篮球项目进行深入改
革，并提出10条意见，其中包括“建议请
姚明担任中国篮协主席， 并兼任中国男
篮主教练”等重磅内容。

身为俱乐部投资人、CBA副董事长，
如今又爆出受邀任中国篮协主席兼国家
队主帅？有着2米26“海拔”的姚明虽然是
中国的“小巨人”，但如此身兼多职，“姚
巨人”又真的扛得住吗？

尽管目前还未得到官方消息的证实，
但这则“爆料”一传出，立刻赢得了众多球

迷的支持。 今年的上海哔哩哔哩队为CBA
联赛带来了惊喜，24轮常规赛仅输掉3场，
排名联赛积分榜第一位。 可以说除了主教
练刘鹏，老板姚明的努力同样功不可没。无
论是球员时期的成就， 还是退役后对中国
篮球的付出与情怀， 姚明无疑是中国篮球
的标杆人物，若由他来执掌中国篮球，在大

部分人眼中都是一件绝好的事情。
但从理论到实际操作总会存在距离

———篮协主席和国家队总教练这两个身
份，对于中国篮球都至关重要。并且，姚明之
前未曾有过执教经验。 若姚明真的一人挑
起两个重担，难免会出现“偏废一方”的结
果，他原本的商人身份也会存在利益关联。

截至2日晚，姚明本人始终未对“是
否受邀”进行回应，而一直帮助姚明处理
媒体关系的前东方篮球俱乐部副总经理
张弛表示， 并不清楚此事， 无法予以评
论。当然，即便消息属实，姚明是否会接
受这个重磅邀约仍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 � � �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1月2日就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发生
严重枪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致慰问电， 向遇难者表

示哀悼，向埃尔多安总统、遇难者家属和
受伤人员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强调， 中方强烈谴责这一袭
击事件，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愿同土方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共同防
范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1月2日就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发

生严重枪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土
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致慰问电， 向遇难
者表示哀悼，向耶尔德勒姆总理、遇难者
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诚挚的慰问。

� � � � 2016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制定
修订党内法规制度、深入开展巡视工作、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由治标为主迈向标本兼治， 着力构
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制定修订党内法规
完善从严治党制度体系
不久前， 备受关注的“汉语盘点

2016”年度字词揭晓，“规”当选年度国内
字。“规”字延续了2015年度国内字“廉”
的热度，反映了公众对建设清廉政治、端
正社会风气的期待。

“规矩，方圆之至也。”2016年，《中国
共产党问责条例》颁布实施，督促全体党员
干部履职尽责，严明政治规矩，扎紧制度之
笼。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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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国共产党
党内监督条例》的重新修订，对强化新形势
下的党内监督作出顶层设计，为加强和规
范党内监督提供了基本遵循。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以重
新修订党内监督条例为龙头，加上之前公
布的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问责条
例等法规，使党内监督体系进一步完善。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坚持问
题导向， 着力解决当前党内监督存在的
突出问题。针对监督重点不聚焦问题，把

“重音” 放在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上，
突出“关键少数”，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
针对制度设计重心偏移问题， 强化自上
而下的组织监督， 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
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针对监督
责任不明晰问题， 强调以落实监督责任
为主轴，针对不同主题规定具体制度，把
责任、制度、措施有机统一起来……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发布
后，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紧密结
合实际，认真学习贯彻条例，进一步增强
了开展监督的主动性和接受监督的自觉
性，使党内监督的制度优势逐步显现。

深化政治巡视
利剑作用充分显现

制度不断完善，实践不断深入。
巡视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 是党

内监督的“利剑”，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
战略举措。在着力扎紧制度的笼子，画出

“红线”与“边界”的同时，推动巡视工作
不断深入开展， 同样是过去一年管党治
党的重要抓手之一。

2016年， 中央巡视在坚持中深化、在
深化中坚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完善工作
格局，节奏更快，力度更大，效果更明显。截
至目前，十八届中央巡视已开展11轮，覆盖
240多个党组织，全覆盖率达90%。

———党内监督无禁区、无例外。
2016年，中央第九轮、第十轮、第十

一轮巡视共覆盖91家单位党组织， 占中
央全覆盖任务总数的三分之一； 继完成
对地方、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央金融单
位全覆盖之后， 今年又完成对中央和国
家机关的全覆盖， 体现了党内监督没有
禁区、没有例外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

———中央巡视首现“回头看”，巡视

制度体现创新。
2016年，中央巡视共对北京、天津、重

庆、辽宁等12个省区市杀出“回马枪”，黄兴
国、王珉、杨鲁豫、杨振超等一批领导干部
应声落马，社会震动强烈，放大和延续了震
慑效应。“回头看” 还将换届纪律执行情况
作为监督重点，对辽宁拉票贿选案严肃查
处，已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首起发
生在省级破坏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

———善用巡视成果，促进标本兼治。
2016年， 中央巡视机构共向中央和

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通报巡视情况24
次，向中央深改办报送专题报告35份，为
全面深化改革提供问题导向参考。 根据
反馈意见，湖南省委开展“雁过拔毛”式
腐败专项整治、 发改委党组深化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国资委推动102家央企全部
开展章程修订工作， 将党建工作纳入公
司章程……有力推动了被巡视党组织和
有关部门完善制度、加强管理。

———加强战略谋划， 构建立体网络
格局。

进一步加强对省区市和中央单位巡视
工作的领导，积极推进建立市县巡察制度，

基本形成了横向全覆盖、纵向全链接、全国
“一盘棋”的巡视战略格局。截至目前，已有
16个省区市完成巡视全覆盖， 总体覆盖率
达96%； 已有60家中央部委和国家机关部
委、13家中管金融单位、74家中央企业开展
巡视工作； 各省区市还积极推进市县巡察
工作， 创新组织形式、 制度机制和方式方
法，打通党内监督最后“一公里”。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完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

2016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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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规定了试点
工作涉及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制度。

从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的消息对外发布， 到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的决定，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一“重大
政治改革”备受舆论关注。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事关全局的
重大政治改革，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
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
的顶层设计。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
目标， 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
败工作机构。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
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
察手段， 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监察全面覆盖。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腐败是
侵蚀党和国家肌体的毒瘤， 反腐败斗争
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下一步，中央纪
委将会同全国人大机关， 研究将行政监
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 将改革成果以
法律形式固化下来。

（据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就土耳其发生严重枪击事件

习近平向土耳其总统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土耳其总理致慰问电

受邀任中国篮协主席+国家队主帅？

“姚巨人”扛得住吗

扎实推进制度创新 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
———2016年制度建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再上新台阶

“伊斯兰国”宣称对土夜总会袭击事件负责

土警方抓获8名嫌疑人
据新华社伊斯坦布尔1月2日电 据土耳其《自由报》报

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日发布声明，宣称对1日凌晨的
伊斯坦布尔夜总会恐袭事件负责。土警方2日抓获了8名伊斯
坦布尔夜总会恐怖袭击事件嫌疑人， 不过暂未公布嫌疑人的
身份。

1日凌晨，一名枪手闯入伊斯坦布尔市一家名为“雷纳”
的夜总会，向正在庆祝新年的数百人开枪扫射，然后趁乱逃
离。土耳其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卢1日说，此次恐怖袭击已
造成39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中国驻伊斯坦
布尔总领馆目前尚未收到有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

� � � � 1月2日，我国新一代海洋综合科考船“科学”号在完成
2016年热带西太平洋综合考察航次后，返回位于青岛西海岸
新区的母港。 我国科学家在本航次成功对两套深海潜标进行
实时传输改造，破解了深海观测数据实时传输的世界难题。

图为科考队员在进行深海潜标主浮球和声学多普勒
流速剖面仪的回收（2016月12月22日摄）。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破解深海潜标数据
实时传输世界难题

一起打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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