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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聚焦治党
【本报综合】为期4天的中共第十

八届六中全会于北京时间10月27日在北
京闭幕。本届会议围绕“从严治党”的
议题，“目的是将治党管党一抓到底，
标本兼治，保持长效”。

从严治党跟老百姓没关系？
人民日报客户端10月26日发表文

章《从严治党跟老百姓没关系？请看看
这些变化》。文中称，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推出了一系列从严治党、正风反腐
的举措。当下，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在召
开，继续聚焦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
然而，有些人却对此不以为然，觉得这
些都离自己太遥远，从严治党是党员干
部的事，不关老百姓的事。谁说从严治
党跟老百姓没关系？看到这些变化你就
明白了。

该文随后从以下三个方面详述“治
党”与老百姓关系息息相关：

1、十八大后，中央从严治党、重
拳反腐，“老虎”相继落马，堪称大快
人心。 

根 据 中 央 纪 委 网 站 发 布 的 数
据，2013年至2016年9月，全国纪检监
察机关共立案101.8万件，给予党纪政
纪处分101万人。可以想见，这101万人
中，“老虎”数量有限，占大头的还是
那些危害百姓切身利益的“苍蝇、蚊
子”。对他们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强，制
约网眼越来越密，百姓不仅心里痛快，
更能得到实惠。

2、 吃拿卡要、雁过拔毛少了。
过去，一些基层干部，在群众前来

办事时总是“不给好处不办事”，百姓
钱包必然时常无辜受损。还有一些地方
将扶贫款、低保款当成不吃白不吃的“
唐僧肉”，虚报冒领、截留私分、挥霍
浪费，使一些群众的贫穷状况迟迟得不
到改善。

十八大以来，在中央持续推进反腐
败、纠“四风”的同时，各地推进专项
整治任务，剑指干部吃拿卡要、雁过拔
毛等突出问题。

河北省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组织
对“吃拿卡要”等问题进行专项整治，

半年查处问题152件，处理312人；辽宁
省2014年采取明察暗访等方式，加大专
项整治力度，先后查处了“吃拿卡要”
等问题5977起，共有2864人受到处理。

如今，不少群众能明显感受到，基
层党员干部吃拿卡要、雁过拔毛的现象
少了，该领的补贴不用再担心“发一千
领不到五百”了。虽然让党员干部从不
敢腐到不想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全
面从严治党，已经让不少基层群众有了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3、办事效率高了，不再跑断腿
了。

“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
难办”，是不少人对一些政府部门的无
奈吐槽。一些基层干部和党员，对群众
态度冷漠，让本就着急办事的个人和企
业“很受伤”——“跑断腿、磨破嘴、
交了钱、受了罪。办事跑十几个部门，
盖几十个公章……”这是不少人经历过
的事情。

十八大以来，中央从严治党、正
风反腐，对于推动基层便民利民，提升
群众满意度一点也不马虎。去年，中组
部印发通知，要求重点排查对群众办事
态度冷漠、不讲规矩不按程序办事等问
题。去年，仅贵阳市一地就排查出干部
不作为、乱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问题

822个，查处查办干部810人。

《永远在路上》收官 近80名落马
官员现身说法

由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
联合制作的8集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
上》25日收官。凤凰资讯报道说，“自
打播出以来，这部专题片就轰动了朋
友圈：‘大老虎’有哪些见不得人的囧
事？‘小苍蝇’究竟有多么贪得无厌？
落马后的高官，在狱中怎样忏悔？在新
浪微博，话题‘#反腐大片#’甚至刷
出过亿的阅读量。事先很难想象，这部
8集、400分钟的反腐专题片会引发‘全
民追剧’的热潮。”

该专题片中，近80名从副国级到村
干部的腐败官员现身说法，揭露让人震
惊的贪腐细节。

迄今查办的最高级别的正国级官员
周永康，轰动全球的薄熙来案， 其子狂
言“全军干部一半以上是我家提拔的”
的郭伯雄都在纪律片中出现。此外，苏
荣、徐才厚、令计划等位高权重的高
官，以及一些司局长、处长、镇长乃至
村支书、村主任之类的小官巨贪，也有
在专题中现身。

（综合自人民网、凤凰网）

香港立法会“全面失控”
“港独”“台独”合流？

四年后中国失能老人将达4200万
中国全国老龄办政策研究部副主任李志

宏近日在2016（首届）京津冀养老论坛上指
出，目前，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日趋严峻。伴
随着这一进程，失能、高龄、空巢和独居等
养老服务重点对象大幅增加。据测算，四年
后也就是2020年，中国的失能老年人将达到
4200万，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2900万。

“习洪会”即将登场
据台湾中央社10月25日报道，两岸经贸

文化论坛转型为两岸和平发展论坛，11月2日
至3日在北京举办，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将率团
参加，且备受瞩目的洪秀柱与中共总书记习
近平的“习洪会”，11月1日下午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

根据初步规划，“习洪会”双方7人对7
人，国民党方面为党主席洪秀柱、副主席詹
启贤、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大陆事务部主
任黄清贤等7人。

单人驾帆船穿越太平洋的中国职业帆
船选手郭川失联

10月18日郭川驾驶 “中国·青岛号”三
体帆船从旧金山金门大桥出发，以上海金山
为目的地，进行单人不间断跨太平洋创纪录
航行。

25日，郭川在航行至美国夏威夷附近海
域时，最后一次与岸队和亲友通过卫星电话
联络，通报当时航行情况，自述航行顺畅，
估计将于11月5日、6日抵达上海。

26日，郭川岸队收到北京国际海事救援
协调中心消息：美方派出的固定翼搜救飞机
经4小时飞行已赶到帆船所在海域，发现帆船
大三角帆落水，甲板上没有人，无线电对讲
机呼叫无应答。

今年51岁的山东青岛人郭川，被称为“中
国职业帆船第一人”。他在国际知名帆船赛
事中获得诸多荣誉，如“第一位完成沃尔沃
环球帆船赛的亚洲人”、“第一位单人帆船
跨越英吉利海峡的中国人”等。

全国“染艾”学生激增
“艾滋病”、“象牙塔”，两个看似毫

无瓜葛的词，如今却被绑在一起。日前，南
昌市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南昌已有37
所高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5年来，当
地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年增长率为43.16%。
其实，近些年，全国多地“染艾”学生都在
迅速增加。

养老金入市年内启动 首批入市规模或
达4000亿

养老金入市的消息传了那么久，这次
终于要尘埃落定了。在近日的人社部新闻发
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养老金投资
运营工作将在年内正式启动，据各大机构估
算，首批入市资金起码在千亿元以上。

养老金入市在即，也算是投资者心中一
大靴子落地，毕竟这代表着老百姓的“保命
钱”，在急切等待这部分增量资金入市的同
时，另一方面当然也希望这“保命钱”能在

健 身 通 知
热烈欢迎印第所有热爱运动的男

女老少朋友积极参与室外有氧运动，
项目有健身运动、佳木斯快乐舞步、
小苹果等。

从 现 在 开 始 有 氧 运 动 时 间 和 场
地有变动，地址：Seasons Clubhouse, 
11985 131th street (W Main Street), 
Zionsville. 时间为每周日晚上7：30

联系人：陈艳艳 
               317-363-9040

高风险的股市里安全并保值。

准大学生被骗9800元学费后跳海自杀
今年8月，山东省临沂准大学生徐玉玉

遭遇电信诈骗后，心脏衰竭死亡的的消息引
发了公众的关注。虽然这起案件已经告破，
但依然令人心痛和深思。

最近，另一起类似 “徐玉玉案”的电信
诈骗案告破。19岁的妍妍因被虚假中奖短信
骗走家里省吃俭用攒下的9800元学费，留遗
书跳海自尽。广东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件，
公安机关分赴多地，终将7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归案。

中国成为最大原油进口国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9月，中国原油进

口同比增长18%，达到3306万吨，折约804万
桶/天，高于同期美国的798万桶/天，成为世
界最大原油进口国。这表明中国在国际能源
格局中的角色发生重大转变，也警示进一步
重视能源安全的重要。

养殖河豚鱼12月起加工后可上餐桌
中国水产流通加工协会常务副会长崔和

近日透露，农业部办公厅和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办公厅最新下发通知，明确河豚
鱼“有条件放开”。目前该协会等正组织专
家对养殖河豚的加工企业进行审核，预计11
月底首批加工企业将通过审核，届时，养殖
河豚经这些企业加工处理后，就可以名正言
顺入市上餐桌。

四年前遭海盗劫持26人质获释
2012年遭索马利亚海盗劫持的阿曼籍

Naham3号六国26名人质22日获释，目前已被
送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随后飞抵中国大陆
广州。

Naham3号幸存的台湾籍轮机长沈瑞章的
妻女接受中央社访问时，感谢大陆外交部、
国台办、海协会，以及居中斡旋的国民党政
策会执行长蔡正元、薇阁文教公益基金会董
事长李传洪等人的协助，唯对台湾政府只字
未提，令台湾政府的角色备受质疑。

中国明年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调查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

污染源普查的通知》，决定于2017年开展第
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举报信被泄露 谁叫你“很傻很天真”
近日，广西南宁的谢先生因为吃了多

天的旺旺雪饼后运气没变旺，他认为其广告
词“天天吃旺旺，运气会旺哦”涉嫌虚假广
告，写信向执法部门举报。

但他的“投诉举报函”竟传到了网上，
信函落款处他的姓名、电话等个人隐私都被
曝光，一夜之间他成了“网红”，也遭到很
多陌生号码骚扰。本该被执法或执纪部门严
加保密的公民举报信遭到泄露，这本是个挺
严重的问题。可在这次事件中，因为被泄露
的举报信息看着挺“喜感”，泄露举报人信
息的严重性，似乎也消解在“很傻很天真”
的漫天口水中。

建制阵营26日发起示威，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包围立法会，要求取消
梁、游二人的议员资格。

【本报综合】香港立法会侯任议员梁颂恒、游蕙祯在2016
年10月12日就职宣誓时涉爆出辱华及港独言论，当日宣誓无
效。于19日补充宣誓落空后，原拟于26日再宣誓，但立会主席
梁君彦25日表示将二人的宣誓押后。

10月26日，梁颂恒及游蕙祯坚持闯入宣誓大厅，立法会
主席林君彦以“无法恢复会议厅的秩序”为由，再次宣布“流
会”。政界形容，香港立法会已“全面失控”。

“流会”后，无法宣誓就职的梁颂恒和游蕙祯会见媒体，
并表示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完成宣誓的机会。

“港独”“台独”联手？
10月22日，早前宣誓时被指辱华的“青年新政”梁颂恒、

游蕙祯受邀到台湾大学出席座谈会，讲座中梁颂恒散播“港
独”言论，大谈所谓“本土自决”。梁颂恒演讲时声称，自己
宣誓时披的“香港不是中国”标语纯属“事实”。讲座中梁颂
恒还直言，大陆需要台湾，但是“是否需要台湾人呢？这是台
湾民众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消息网10月24日报道称，民进党当局对待香港事务，
有别于过去历任政府之低调，台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在陆委会
例行记者会响应传媒提问，表示密切关注梁游两人议席的情
况。台湾介入此事，将牵动两岸和台港关系，北京会视为此
乃“台独”与“港独”合流的表征，进一步触动其神经。设若
成为卷入两岸争逐的筹码，则香港情势将更加复杂，面对的挑
战和困难更难估计。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26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安
峰山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坚决反对“港独”和“台独”合
流。

                        （综合自多维新闻网、参考消息网、中国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