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格案等一批冤假错
案得以昭雪、监外执行与
减刑假释强化制度规范、
全面清理各类执法司法考
核，司法改革在上海、广
东、海南等地率先试水
……这些深刻影响中国司
法进程的“法治标记”。

与此同时，“休假式服
刑”滋生“高墙内腐败”，减
刑假释、保外就医、监外执
行制度等竟被部分服刑人
员用权钱打通，成为“特权
通道”。不少代表委员表
示，迫切需要依靠信息公
开等制度建设，把司法权
力真正关入法治的笼子。

“监外执行”易成“法外之地”？
——代表委员建言加快完善“监所管理制度”

一些监所管理屡破红线，其危害性
不容小觑。不少代表委员表示，矫治司
法不公，是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最为紧迫的
客观需要。

全国政协委员贾康表示，建立司法
信息公开制度，以审判公开、检务公开、

警务公开、狱务公开为原则，构建开放、
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制度，把可能枉法
的“无所谓”，变为“有忌惮、不好意思”的

“有所谓”，让“办案责任制”不流为空谈。
李建保说，应对保外就医鉴定人资

格、鉴定程序、鉴定书内容、虚假鉴定的
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一旦发现鉴定人

违法操作，严惩不贷。
避免“监外执行”还要针对特权服务

对症下药。全国政协委员陈世强说，提
高违规者的违法成本，让有权有钱者“不
敢犯法”，完善监狱的医疗救治体系，减
少监外执行需求，可以有效减少“保外就
医”过程中的寻租空间。

针对一些监所的管理乱象，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建议，通
过建立、完善管理机构的巡查、巡视机
制，建立常态的社会监督机制，解决监
所存在的法律法规执行环节的短板，
建立从上而下的巡视巡查制度，督促
监所在安全规范执行、人权保障等方
面落实规定。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经批准
保外就医1年，此后连续7年续保；广东
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因受贿罪，被
判10年刑，法庭宣判当日从法院直接回
家“保外就医”。减刑假释、监外执行，原

本司法中的人性化政策，竟演变成特权
之人逍遥法外的通道。

部分代表委员表示，缺少透明公开
的程序，极易使得“监外执行”成为“法外
之地”。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说，部分司

法干部没有将法律当成自己的信仰，心
中还存在“权大于法”的特权思想。

海南川海律师事务所赵建平律师
说，计分考核是办理减刑假释的重要依
据之一，很容易被违法者利用。

此外，“监外执行”规则设计尚不健
全，公检法司从审批到监管对接不畅，易
造成服刑人员“脱管”。全国人大代表秦
希燕律师说，有的罪犯未到社区矫正场
所报到，存在“脱管漏管”现象，对审判前
未羁押、审判后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
的案件，存在无从监督的问题。

北京大学大数据法律研究中心
10日舆情分析称，在两高报告发布前
期，“花钱买刑”“以权赎身”再次成为
网民关注的“网络热词”。去年，针对
部分“有权人”“有钱人”逍遥狱外，享
受“高墙特权”的腐败现象，最高检启
动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

检察活动，重点监督职务犯罪、金融犯
罪、涉黑犯罪等“三类罪犯”刑罚变更
执行情况。

最高检的统计显示，从 2014 年 3
月到 9月底，最高检已建议收监执行
800名罪犯，含原厅局级以上职务犯罪
罪犯82人。立案查处背后弄虚作假、

索贿受贿、徇私枉法的国家工作人员
129人。

与此同时，法院系统也对仍在暂予
监外执行的罪犯进行全面清理，重新组
织体检。数据显示，全国法院共收监执
行罪犯1739人，其中自2014年7月专
项检查启动以来，收监执行罪犯达1089

人。2014年全国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
件同比下降6.65％，其中减刑案件同比
下 降 5.26％ ，假 释 案 件 同 比 下 降
23.81％。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
保说，司法的廉洁和公正是建设法治国
家的关键所在，通过司法改革和制度完
善不断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让
老百姓对法治更有信心。

司法不容“特权”：严查“花钱买刑”“以权赎身”

杜绝“休假式服刑”：“监外执行”不能成为“法外之地”

终结“高墙内腐败”：以“透明度”匹配“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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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政录

两会热点

依法惩治腐败是司法机关的重要
职责。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去年法院、检
察院“老虎”“苍蝇”一起打，保持了惩治
腐败的高压态势。其中，检察机关查办
的省部级以上干部犯罪达到了28名，创
历史最高纪录。

最高法院报告显示，各级法院审结
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3.1万件4.4万人，
同比分别上升6.7％和5.2％。其中被告
人原为厅局级以上的99人，原为县处级
的871人。

最高检报告显示，检察机关严肃查
办各类职务犯罪案件41487件 55101
人，人数同比上升7.4％。其中，查办贪

污、贿赂、挪用公款100万元以上的案件
3664件，同比上升42％。查办县处级
以上国家工作人员4040人，同比上升
40.7％，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589人。
依法查办了周永康、徐才厚、蒋洁敏、李
东生、李崇禧、金道铭、姚木根等28名省
部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零容
忍惩治腐败，反腐败可以说呈现出中
央高度重视、群众高度期待、贪官高度
紧张的“三高”态势。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省检察院检察长蔡宁认为，从报
告可以看出，“两高”坚决贯彻中央决
策部署，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去
年在惩治职务犯罪和开展职务犯罪国

际追赃追逃专项行动、深化职务犯罪
预防等方面成效显著。

检察机关查办案件显示，当前职务
犯罪系统化、区域化、群体化等动向更
加明显。从一起案件、一个犯罪嫌疑人
入手，往往牵出一大批案件，有的波及
一个单位乃至整个行业系统。这也是
查办人数增多的其中一个原因。

例如，在今年检察机关查办的国家
发改委系列案件中，查处了11名局级干
部，其中价格司原领导班子大多数涉嫌
职务犯罪，出现塌方式腐败。一些地
方，也是“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塌方”。

从查处的金额来看，一些案件触
目惊心。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

受贿3500余万元，一审被法院判处无
期徒刑。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
魏鹏远案，检察机关在其家中搜查发
现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北戴河
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案，在其家
族房中搜出现金上亿元，属于典型的

“小官巨贪”。
针对当前的反腐败形势，今年司法

机关反腐将有哪些新动向？两高报告
给出了答案。

最高法院报告指出，完善对外逃腐
败犯罪分子依法审理程序，无论其逃到
哪里，都要坚决绳之以法。在严厉打击
受贿犯罪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行贿犯
罪的惩治力度，减少腐败犯罪。

最高检报告指出，今年将坚持有腐
必反、有贪必肃，重点查办领导机关和
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加大对
群众身边腐败犯罪查处力度，坚决惩治
民生领域特别是涉农领域侵犯群众权
益犯罪。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深入
查找制度漏洞，推动源头治理。

蔡宁代表建议，在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大背景下，“两高”在反腐进程中要
着力提升法治化水平。加强对新领域、
新类型职务犯罪的研究，正确把握法律
政策界限，提升打击准确性、实效性。
加强职务犯罪预防，进一步推进形成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风清气正”政
治生态。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打虎拍蝇”强力推进

去年28名省部级以上干部被查办
创历史最高纪录

看点1 推进反腐立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出，要
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主任王爱立
表示，反腐败国家立法是个综合的系统
工程，不仅仅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还
包括行政监察法等。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蔡宁认为，推进反腐败国家立
法，是对全面依法治国精神的落实，是
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需
要，也是使反腐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的根本方向。

看点2 盯住“一把手”

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出，重点查
办领导机关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职
务犯罪，突出查办权力集中、资金密集、
资源富集部门和岗位的案件。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加
强对地市县的巡视，盯住“一把手”和班
子成员。

全国人大代表、律师陈舒说，“一把
手”腐败高发的原因一是监督缺位，同
级纪委监督不了，上级纪委监督不力；
二是权力过于集中，少数“一把手”无视
党的政治规矩，凌驾于组织之上。破解

“一把手”监督难题，关键还是要强化监
督，打造法治、透明的权力运行环境。

看点3 亮剑“为官不为”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两提“为官
不为”，释放出反腐向纵深推进的信
号。同时，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出，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为官不
为”“为官乱为”问题，查办国家机关渎
职侵权犯罪13864人，同比上升6.1％；

同步介入晋济高速特大燃爆事故、昆山
特大爆炸事故等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
调查，查办事故背后渎职犯罪788人。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凉山州监察局
副局长何吉英说，“为官不为”不仅仅是
党风、政风的问题，更关乎经济爬坡过
坎、改革攻坚，关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实现。今后，对导致党和政府形象被破
坏、经济发展失速、百姓利益受损等不作
为，也要进行追究。尤其是在重大责任
事故、环境保护等方面，失职、渎职等行
为高发频发，应该加大追责力度。

看点4 国企反腐升级

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出，国有企业改
制等领域造成国有资产资源损失、流失
的案件，将是下一步的查办职务犯罪的
重点。2015年第一轮中央巡视工作启
动，26家被巡视单位全部为中管国企。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
员钱念孙说，从2015年中央巡视重点，
到近期中央出台的一系列举措可以看
出，国企成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的重要领域。，强化国企反腐，将推动
国企改善经营管理、促进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并且对于新常态下把国企做大做
强具有重要意义。

看点5 海外追逃继续发力

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去年共抓获
境内外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749人；今
年将积极推进追逃追赃工作，决不让腐
败分子逍遥法外。今年1月，公安部通
报，为期半年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共
从69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
人员680名。

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说，目前，我
国已经完成了引渡条约和刑事司法协
作条约的总数达到91项，下一步，应该

在建立外逃人员数据库、加强国际合
作、健全法律法规等方面做好工作，使
海外追逃追赃工作效果更加明显。

看点6 严惩群众身边的腐败

最高检报告指出，去年，针对惠民
资金和涉农补贴申报审核、管理发放环
节“雁过拔毛”“跑冒滴漏”等问题，深入
开展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
益职务犯罪专项工作，查办社会保障、
征地拆迁、扶贫救灾、教育就业、医疗卫
生、“三农”等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9913
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对腐败
行为，无论出现在领导机关，还是发生
在群众身边，都必须严加惩治。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
表示，下一步要严格落实基层党组织的责
任，集中力量查办所属辖区内的腐败案
件。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副主委
郭乃硕表示，发生在百姓身边的腐败，严
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和党政机关的形象。

看点7 严查资源领域腐败

最高检报告指出，今年将突出查办
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部门和
岗位的案件，尤其是工程项目、土地出
让、矿业资源开发、国有企业改制等领
域造成国有资产资源损失、流失的案
件。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统战部
长王素毅，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湖北
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等一大批干部
因为资源领域腐败而落马。

近年来，土地、矿产等资源成为一
些贪腐分子眼里的“唐僧肉”。今年，
一方面要高压查处资源领域腐败；另
一方面还要加快完善自然资源配置、
土地公开出让等制度设计，铲除滋生
腐败的土壤。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记者于文静 王
茜）当前，农业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总体素质偏
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大多数，出现了明显
的“老人农业”“妇女农业”“小学农业”现象。全国
政协委员、河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院院长
许皞建议，强化农业院校培养高端职业农民的作
用，促进解决“谁种地”问题。

许皞委员表示，过去的农民培训主要针对小农
户经营方式下的单项技术培训，已经不能适应当前
和未来农业发展要求。要充分发挥农业院校在培
养高端新型职业农民的主阵地作用，使高端新型职
业农民成为现代农业的创新者、知识技术的传教
者、高素质的管理者，成为职业农民的“领头羊”。

许皞建议，鼓励农业院校参与高端职业农民
培养。根据当地农业特点，建设各自的课程体
系。提高实地实训比例。

许皞委员：

强化农业院校
培养高端职业农民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记者于文静 陈梦
阳）黑土地是宝贵的农业生产资源，近年来，我国黑
土地流失严重，耕地质量下降。在吉林省一些地
区，腐殖质层厚度由原来的60至70厘米减少到20
至30厘米。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水利厅副厅长
车黎明建议，全面采取措施，保护黑土地资源。

由于几十年来的自然和人为因素，黑土地面
积萎缩，质量下降。

车黎明表示，目前，黑土地保护形势不容乐
观。根据吉林中部部分县、市调查推算，中部黑土
区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84万公顷左右，黑龙江省
已流失耕地5.67万平方公里；长春市黑土有机质
含量与垦前相比减少了一倍，黑龙江开垦20年的
黑土地有机质下降约一半。

“当前，我国黑土地保护主要有思想认识不
足、责任机制有待完善、缺乏科学规划和长效机
制、法制建设滞后等问题。”车黎明说。

车黎明建议，尽快开展黑土地保护立法和规
划工作，切实提高重视程度，建立黑土地生态保护
利益补偿机制，设立专项基金。

车黎明委员建议：

保护黑土地资源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专电（记者邹欣媛）
“中小学生阅读现状堪忧。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公布的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17岁
以下的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仅为76％，比上年下降
1％。”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宁夏区委会主委马
秀珍呼吁，应建立促进中小学生阅读的保障制度。

马秀珍说，目前学生的课余时间被大量作业
和各种辅导班所占用；许多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览
室在藏书量、有效利用率、管理方面封闭、落后，少
儿读物市场良莠不齐、原创匮乏；互联网时代，学
生们更依赖电脑、手机而不是阅读。而且，我国的
家庭教育缺乏针对儿童阅读教育的一整套社会化
服务体系。

马秀珍呼吁，应建立促进中小学生阅读的保
障制度，编制《中小学生阅读发展规划》，在思想认
识、组织机构、目标任务、资金保障、检测评估等方
面努力推动中小学生阅读活动成为一项长久的国
家战略。

同时，国家应尽快出台科学、统一、有效的青
少年儿童分级阅读标准和推荐书目；大力开发与
利用校内外资源，将中小学生阅读排入课表；建立
中小学生阅读服务体系，保障促进中小学生阅读
所必需的设施建设、产品和服务提供。

马秀珍委员呼吁：

建立促进中小学生
阅读的保障制度

今年中国反腐七大看点
今年中国反腐将有哪些新动向？高压反腐将如何继续？“新华视点”记者在两会上采访权

威人士，探究未来中国反腐的七大看点。

两会话题

3月11日，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
会议结束后，媒体记者在天安门广场跳跃留影。

本报特派记者 张茂 摄

3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前，从镜子里倒映出
天安门广场的景色。

本报特派记者 张茂 摄

两会“魅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