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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国之大事”。军队是拿枪杆
子的，决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
严肃查处徐才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正
是我们党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有力举
措，对于端正部队风气、提振军心士气、
维护人民军队良好形象有着重要意义。

我们这支军队，来自人民，为了人

民，在党和人民哺育下发展壮大，在对
党忠诚、奉献人民中赢得赞誉。人民不
会忘记，井冈山时期就有的“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延河边《为人民服务》的著
名演讲，雷锋、李向群等代代军人的倾
情奉献，重大自然灾害和急难险重任务
面前军队指战员的冲锋在前。军队也
不会忘记，苏区人民“十送红军”的大义
深情，陕北人民“小米饭、南瓜汤”的养

育之恩，沂蒙“红嫂”乳汁的甘甜，淮海
人民独轮车推出的胜利，还有新时代

“军爱民、民拥军”的热潮。“人民子弟
兵”、“最可爱的人”，是人民军队历史塑
就的形象，这个形象永远铭刻在人民心
中。

作风优良是人民军队的鲜明特色
和政治优势，我们的军队从来就以纪
律严明、秋毫无犯闻名中外。但也要

看到，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社会上
存在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也会侵蚀部
队肌体，军队出了徐才厚这样的人，是
对军队形象的玷污，这是决不允许
的！蛀虫必须挖出，腐败必须铲除。
同时必须指出，个别腐败分子代表不
了军队整体形象，严肃查处徐才厚问
题传递的恰恰是军队形象不容玷污的
坚定意志。

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
武装集团，在党风廉政建设等各个方
面，都理应标准更高、要求更严，为全党
全社会作出表率。坚持依法治军、从严
治军，坚决反对腐败、反对特权，人民军
队始终走在时代和社会前列，才能保持
长期形成的良好形象，实现党在新形势
下的强军目标。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军队形象不容玷污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日前，中
共中央纪委对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
主任余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
案审查。

经查，余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
奸。

余刚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
其中受贿问题已涉嫌违法犯罪。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
定，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
准，决定给予余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

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

余刚严重违纪
违法被双开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日前，中
共中央纪委对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
谋谈红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
查。

经查，谈红利用职务和地位形成的
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
额贿赂。

谈红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
其中受贿问题已涉嫌违法犯罪。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
定，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给予谈红开除党籍处分；将其涉嫌
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谋

谈红严重违纪
违法被开除党籍

新华社武汉7月2日电（记者李鹏
翔、谭元斌）湖北省纪委监察厅2日通报，
宜昌市原副市长、党组成员郑兴华因严
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据通报，日前，湖北省纪委对宜昌市
原副市长、党组成员郑兴华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郑兴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违反廉洁
自律规定，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
的礼金。

郑兴华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
纪，其中受贿问题涉嫌违法犯罪。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
定，经湖北省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湖
北省委常委会议批准，决定给予郑兴华
开除党籍处分；由湖北省监察厅报请湖
北省政府批准给予其行政开除处分；将
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

宜昌市原副市长、党组成员

郑兴华严重违纪
违法被开除党籍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央纪委
监察部网站2日发布消息称，在保证内设
机构总数、行政编制总数和领导职数这三
个总数“三不增”的情况下，各省（区、市）
纪委纪检监察室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其职责也更加突出监督执纪问责。

全国31个省（区、市）纪委内设机构
调整方案日前均获中央纪委批复。方案
最大的共同点是增设纪检监察室。此轮
内设机构调整到位后，全国省级纪委纪
检监察室总数将达到231个，新增61
个，增幅达36％；绝大多数省级纪委纪
检监察室将增至7至8个，其中河南省
纪委最多，将达到11个。

此次省级纪委内设机构调整要求纪
检监察室对所联系的单位和地区全面履
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
突出监督检查党纪政纪执行情况；查处
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对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落实不力、行政失职渎职
案件的处理问责工作。更加显著的特点
就是，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党风廉政
建设。

省级纪委大幅增设
纪检监察室
突出监督执纪问责

中纪委上半年反腐七个“最”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徐才厚、蒋洁敏、李东生、王永春开除党籍处分。”当公众开始习惯于官员被查处的“周一见”规律，

6月3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用上述4个重量级的“落马”官员，给2014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周一见”，画上了浓重的一笔。
6个月，375次通报，842名官员被查处（包含“涉嫌违法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和惩处措施），这是中央纪委交出的上半

年“反腐答卷”。2014年迄今“反腐风暴”呈现出了哪些新特点？中国青年报记者逐一梳理统计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自
今年1月1日～6月30日的“案件查处”栏目后，归纳出今年以来反腐工作的七个“之最”。

反腐力度加大，带来的是官员“落
马”密度提升。据中国青年报记者统
计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开信息，
2014年1月至6月，中央纪委每月通
报调查的官员人数依次为：47名、45
名、62名、92名、529名、67名（其中，
部分官员于2014年以前即接受调查，
今年以来才被通报执行“双开”或“移
送司法机关”等措施；此外，有2名官
员今年以来不止一次被通报，均按一
人/一次统计）。

其中5月的“反腐风暴”力度最
劲，约占总数的62.8%。

这些“落马”官员主要出自湖南衡
阳的贿选“窝案”。5月9日，湖南省纪
委通报，决定对衡阳破坏选举案中部
分违反党纪政纪人员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466人被立案调查，但通报中并未
点名。此次通报，宣告了今年“一次性

查处人数最多”案件的诞生。
这半年来，“拔出萝卜带出泥”的

“窝案”式反腐不止一起。
4月，申维辰被查，牵扯出其在山

西太原任职时的“窝案”。申维辰
2006年1月至2010年任山西省委常
委、太原市委书记，与今年2月27日
被宣布“落马”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金道铭，有颇多工作上的交集。

同样在4月，反腐“窝案”现象还出
现在江西南丰县、陕西甘泉县等地。对

“窝案”查处力度的加大，查处官员级别
不断攀升，极大提振了网民对党政机关
反腐倡廉的信心。

中国青年报记者还梳理发现，除去
5月的“峰值”外，其他各月的“反腐成绩
单”也可圈可点。4月共计查处92名官
员，平均每天查处约3人；3月共计查处
62名官员，平均每天约两人“落马”。

5月查处529名官员
今年6月 14日，66岁的苏荣成

为“十八大”以来第一位被宣布遭调
查的副国级高官。半个月后，中央军
委原副主席徐才厚“步其后尘”，他也
是“十八大”后首位“落马”的政治局
原委员。

除了这两名副国级官员外，据中
国青年报记者盘点，2014年上半年，
中央纪委共通报了21个副部级及以
上的“大老虎”。

他们分别是：海南省原副省长
冀文林、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祝作
利、山西省委原副书记金道铭、云南
省原副省长沈培平、江西省原副省
长姚木根、中国科协党组原书记申
维辰、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青海
省委原常委毛小兵、重庆市人大常
委会原副主任谭栖伟、湖南省政协
原副主席阳宝华、江西省委原常委

赵智勇、山西省原副省长杜善学、山
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广州市
委原书记万庆良、四川省委原副书
记李春城（2012 年 12 月涉嫌严重违
纪接受中纪委调查，2014 年 4 月正
式被“双开”）、国资委原主任蒋洁
敏（2013 年 9 月 1 日接受组织调查，
2014 年 6 月 30 日正式被“双开”）、
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2013 年 12
月接受组织调查，2014 年 6 月 30 日
正式被“双开”）、中央军委原副主
席徐才厚、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
长谷俊山（2013 年 1 月其家被查抄，
2014 年 3 月 31 日被公诉）、湖南省
第十一届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
经理王永春（2013 年 8 月 26 日接受
中纪委调查，2014 年 6 月 30 日正式
被“双开”）。

苏荣、徐才厚
半年来
“最大老虎”

从地域来看，除港澳台地区外，今
年上半年，查处官员人数最多的是“衡
阳破坏选举案”所在地湖南省，共查处
485人。

此外，中国青年报记者统计发现，
查处官员数量第二名到第五名的省份
及数量分别是：福建省34人、湖北省
30人、广东省27人，山西省25人。

在这一排行榜上，“排名倒数”
反而光荣。上海市、内蒙古、西藏三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查处人数
为1人。

中央部委、国企等也并非“反腐禁
区”。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国资委通报
查处3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通
报查处4人，中国出版集团通报查处3
人。

上半年，中央及地方纪委系统内
也“落马”7名官员。其中，5月9日

“落马”的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
主任魏健，5月19日“落马”的中央纪
委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
立新，让网民赞赏中央纪委反腐“敢于
对自己开刀”。

湖南省通报485人
中国青年报记者统计发现，政协、

人大、教育、能源等领域，成为上半年
反腐的最重点区域。

2014年上半年，能够明确辨识其
所属领域的“落马”官员中，全国政协
系统有32人，人大系统有26人，教育
系统有25人。

值得一提的是，继去年国家能
源局原局长刘铁男“落马”后，今年
的能源领域仍是“风暴眼”。2014

上半年，能源领域共有 16 名官员
“落马”。比如，在电力行业，“落
马”者就包括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原
司长郝卫平；在煤炭行业，国家能源
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也被摘
掉了“官帽子”。

此外，上半年“落马”官员中，交通
部门有12人，经济开发区等经济管理
部门有9人，国土管理部门、农业部门
各有4人，环保部门3人。

政协、人大、教育、能源全国

“最扎堆”

反腐

“最重点领域”

2014年以来，纪检监察部门对违
纪违法官员案件的处理速度加快，更
加雷厉风行。多名官员“下马毫无预
兆”成为反腐新特点。

盘点下列事件，可以看到“反腐闪
电战”逐渐提速：

4月 12 日，中国科协原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其被查前两天，
还在出席科协活动。

5月9日，中纪委公布，广东省东
莞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梁国英因

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而5
月7日《东莞日报》还报道，梁在5月4
日“视察工程情况”。

6月27日，广州市原市委书记万
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其被
纪委带走的前一个小时，广州大学还
在准备迎接他的到来。6月27日的
《羊城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他26日
的政务活动，而同一天的下午，万庆良
就被带走。

同样，苏荣、宋林等人被调查的信
息也鲜有预兆，消息一出，全国轰动。

万庆良落马

刘铁男的落马，曾被视作近年来
“实名举报”打得最响的一声。2014
年上半年，实名举报发挥作用更为频
繁。

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至少有5
起案件是实名举报“立功”的。

今年1月，河北省原人大常委会
常委、发改委主任刘学库接受组织调
查。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举报
人为刘学库的原下属。

2月，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金道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
织调查。据《新京报》报道，举报人为
山西省级机关老干部。

比起前两案，4月的两起实名举

报，举报人身份更加“草根”。
4月，据《广州日报》报道，广东省

清远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原局长凌子群
被广东清远市民举报其网上赌球，并
因赌球欠款105万元。随后，凌很快
被清远市检察院执行逮捕。同月，据
《法制晚报》报道，四川乐至县扶贫办
原主任邓祖峰、县政府采购中心原主
任颜学刚被四川省劳模裴某实名举报

“套取扶贫资金”，均被停职调查。
而上半年被实名举报“扳倒”的最

高官，则是副部级的宋林。他被记者王
文志实名举报包养情妇、贪腐后，一度
出面辟谣，但旋即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被调查。

宋林

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了半年来中央
纪委监察部网站的375次通报发现，其
在非工作时间段（即17时至早8时、中午
12时至13时两个时间段）通报的次数为
128次，占到了34.1%，常被网民誉为“最
出其不意的袭击”。

此特点在对高级别官员的案件通
报时，更加突出。

比如申维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

通报发布时间，为当晚20时 55分。
杜善学涉嫌违纪违法的通报为当天
17时30分，仅相隔约1分钟后，中央
纪委又通报了令政策涉嫌违法违纪。

有专家认为，中央纪委这一做法
发人深思。“非工作时间”的第一时间
发布，始终掌握着相当稳健的节奏，向
公众传递着反腐的决心和信心。

（来源：中国青年报）

非工作时间通报

“秒抓最快”
纪录

实名举报扳倒的
“最高官”

“最出其不意”

7月1日，动车组在衡柳高铁广西柳州段行
驶。

7月1日起，广西区内动车开行总对数达到
23.5对，即每天开行47趟，广西区内主要城市间
呈现动车开行“公交化”。

2013年底广西首次开行动车时，区内动车开
行对数仅为9对，开行方向也较单一。半年来，南
宁铁路局先后8次对区内动车运行方案进行调整，
目前区内动车运行覆盖了桂中、桂北、桂东南及广
西沿海地区，连通了广西9个地级市，实现旅客“随
到随买、随买随走”的出行愿望。 新华社发

广西区内动车
增至23.5对

区内主要城市呈现动车“公交化”

7月2日，在宁夏贺兰县常信乡四十里店村，
一些莲花菜在地里腐烂。

近日，宁夏贺兰县常信乡四十里店村种植的
1000多亩蔬菜出现滞销情况，部分莲花菜直接在田
里腐烂或被倾倒在沟渠中，大批萝卜、茄子等蔬菜遭
遇销售难，收购价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近5成。

今年贺兰县常信乡四十里店村村民大都选
择莲花菜作为头茬蔬菜种植，集中上市后，因产
量过大，主要供应的银川市场出现供过于求，导
致积压滞销。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宁夏贺兰蔬菜滞销

7月2日，浙江省武义县环城路被水淹没。
当日，浙江金华武义县遭暴雨袭击。据县气

象台监测，当天12时至18时最大降雨达150.7
毫米。由于短时间集中降雨，加上前期累计降雨
饱和，致使城区部分小区进水，农作物大面积被
淹，多条公路被水淹没，阻断通行。 新华社发

浙江武义遭暴雨袭击

7月2日，陆俊在法庭上。
7月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司法

部燕城监狱对前足球裁判陆俊减刑案进行公开开
庭，并当庭作出对罪犯陆俊减去1年有期徒刑的
裁定。

在此前的足坛“反赌扫黑”风暴中，国内知名
的足球裁判陆俊因吹“黑哨”于2012年2月被辽
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10万元。 新华社发

有悔改表现

“黑哨”陆俊获准减刑一年

警钟长鸣

半年来

“最多”

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