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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党中央对我国反
腐败斗争形势作出新的重大判
断，即“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
胜利”，同时明确重申“反腐败斗
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2019年
1月 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
布消息，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
记处书记陈刚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成
为2019年“首虎”。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
发布的执纪审查信息，今年上半
年共有11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
调查。2018年同期被公开通报
接受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为
10人。

今年 2月公布的中央纪委
三次全会工作报告显示，党的十
九大以来共有5000余名党员干

部主动投案，包括艾文礼、王铁
等中管干部。今年以来，主动投
案的案例也不断出现。

5月 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原书记
秦光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
投案。”仅隔10天，5月19日，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再次发布消息：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
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
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

在湖南，今年上半年全省共
主动投案167人、主动交代问题
448 人，同比分别增长 79%、
75.7%；浙江将今年5月定为“警
示教育月”，当月主动投案党员
干部达40人；今年以来，贵州共
有3173名党员干部主动向组织
交代问题。

趋势一 腐败官员主动投案不断增多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3日通报：2019年上半年，全
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60.9万件次，立案
31.5万件，处分25.4万人，包括省部级干部20人，厅
局级干部2000人。

数字背后有哪些正风反腐的新趋势？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明确强
调，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对
存在腐败问题的，发现一起坚决
查处一起。去年底，中管金融企
业内设纪委改设为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受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直接领导。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闭幕不
久，1月 1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驻交通银行纪检监察组、上海
市纪委监委就发布消息，交通银
行发展研究部总经理李杨勇接
受审查调查。

2月2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发布消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
公司原党委委员、执行董事赵景
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

调查。
国家开发银行原行务委员

郭林、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
裁刘虹、重庆进出口融资担保公
司总经理蒋斌、银保监会广西监
管局副书记赵汝林、工商银行上
海分行党委书记顾国明、建设银
行渠道与运营管理部原副总经
理陈德、证监会山东监管局原局
长徐铁、人保投资控股公司原副
总裁刘继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桑自国、
中国农业银行审计局上海分局
原副局长马路……今年以来，从
公开发布的信息来看，已有多名
来自金融监管、银行、保险、投融
资等领域的官员被查。

趋势二 金融领域反腐力度持续加大

2019年上半年全国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6341
起，处理37207人，其中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26234人。去年同期，
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25677起，处理36618人，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26029人。

党的十九大后，作风建设更
加注重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
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

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今年
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
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
的通知》，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
负年”，提出了一系列在力戒形式
主义方面的实招硬招。

下一步，要把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对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露头就打，
时刻防范各种新动向新变异，继
续纠“四风”、树新风。

趋势三 加大力度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中央追逃办发布数据显示，
2014年至今年5月，全国共追回
外逃人员 5974人，其中党员和
国家工作人员1425人，“百名红
通人员”58人，追回赃款142.48
亿元人民币。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各
级追逃追赃机构进一步完善、工
作力量得到加强，形成了更强大
的合力。在此基础上，国有企
业、金融机构管理人员、基层自
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等被
纳入追逃范围。今年以来，一批
外逃多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相

继归案。
1月15日，海南省纺织工业

总公司原总经理王军文回国投
案；3月28日，原广东健力宝集
团副总经理于善福回国投案；同
一天，原中国建筑（南洋）发展有
限公司副经理席飞被抓捕归案；
4月22日，广东深圳市田心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村集体企业）原
董事长梁泽宁被遣返回国；6月
29日，外逃18年的“百名红通人
员”刘宝凤回国投案自首并积极
退赃……

据新华社

趋势四 一批外逃多年职务犯罪嫌疑人归案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英国前外交
大臣、伦敦前市长鲍里斯·约翰
逊 23日当选执政党保守党领
袖，在获得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批准后将接任英国首相。

当日公布的保守党领袖选
举结果显示，约翰逊赢得近三
分之二的选票，击败对手外交
大臣杰里米·亨特，成为保守党

新党魁。约14万名保守党党员
参加了投票。

约翰逊胜选后说：“现在到
了带领英国完成‘脱欧’并团结
起整个国家的时候了。”他强
调，要让英国“充满活力”。

现年55岁的约翰逊是“脱
欧派”领袖，曾多次强调英国必
须在 10月 31日的新期限前完

成“脱欧”，即使这样做的代价
是“无协议脱欧”，他表示将与
欧盟就“脱欧”协议再次进行谈
判。欧盟方面则坚称，不会与
英国就此再进行谈判。

英国反对党工党领导人科
尔宾在约翰逊胜选后说，约翰
逊虽获得保守党党内支持，但
他“并未赢得整个国家的支
持”，约翰逊若带领英国“无协
议脱欧”，将导致就业流失、物
价上涨。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
体上发文祝贺约翰逊。英国首
相特雷莎·梅说，现在需要共同
努力，完成“脱欧”，她承诺将全
力支持约翰逊。

根据日程安排，约翰逊将于
24日前往白金汉宫，在获得女王
批准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

约翰逊出生于美国纽约，曾
在英国《每日电讯报》等媒体任

记者和编辑，2001年起成为保守
党议会下院议员，进入政坛。

英国萨里大学政治系“变
化欧洲中的英国”项目副主任
西蒙·阿舍伍德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约翰逊政府的
一大明显特征将是其政策难以
预料。

英国舆论认为，约翰逊在
欧盟、移民、气候变化等问题上
时常出现态度转变与摇摆，有
时甚至自相矛盾。接任首相
后，约翰逊很可能将具体政策
制定交给其政治顾问和各领域
的专家，这正是他担任伦敦市
长时积累的经验。

今年6月，特雷莎·梅因“脱
欧”不力辞去执政党保守党领
导人一职，并继续留任首相，直
到新首相产生。根据规定，新
首相将由执政党选举产生的新
领导人接替，任期至下次大选。

过户逝者号码
需双方本人到场？
移动南京分公司回应

日前，一段“过户逝者号码需双方
本人到场”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今年3月，黄
先生哥哥去世，因家中大小业务包括自
己低保都预存着哥哥手机号，他带着哥
哥死亡证明去移动营业厅办理号码过
户，却被以“需双方本人到场”“死亡证
明过不了户”为由拒绝。

中国移动南京分公司23日在情况
说明中提到，对于原机主身故的特殊情
况，家属可凭亲属关系证明及相应公证
文件资料到指定营业厅办理。

中国移动南京分公司指出，黄先生
在6月27日曾致电10086咨询其逝世兄
长号码过户事项，客服人员曾明确告知
需携带相关证件和证明前往指定营业厅
(未来城营业厅)提交特殊过户申请手续，
用户表示知晓。7月21日、22日，黄先生
前往非指定营业厅(瑞金路营业厅)，要求
仅凭死亡证明过户，未能成功办理。

中国移动南京分公司表示，已与黄
先生取得联系，正在与其沟通依法妥善
的解决方式。 中新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
公署发言人
敦促美方停止向暴力
不法行为发出错误信号

据新华社电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言
人22日就香港问题发表言论，外交部
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23日表示，我
们对美方错误表态表示强烈不满和坚
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向暴力不法
行为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发言人表示，回归以来，“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切实贯
彻落实。港人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广
泛权利与自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美方所谓香港自治受到“侵蚀”的表态，
是基于偏见的无端指责，是别有用心的
政治抹黑。

发言人强调，近期香港社会发生的
一系列极端暴力行为，严重冲击香港法
治根基，严重威胁社会安全与秩序，践
踏“一国两制”的底线。我们再次敦促
美方摒弃双重标准，立即停止向暴力不
法行为发出任何错误信号，立即停止以
任何借口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Z95次列车39人
因食物中毒送医

据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
博消息，24名乘坐北京西开往重庆西
Z95次列车的旅客出现食物中毒状况，
于23日凌晨被紧急移交郑州火车站并
送医治疗。后续又有15名旅客发病，
先后在汉口站、恩施站移交救治。目
前，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处理。

国家铁路集团在说明中提到，从疾
病预防控制部门得知，24名乘坐北京
西开往重庆西Z95次列车的旅客，因出
现呕吐、恶心、腹痛等症状，于23日凌
晨被紧急移交郑州火车站，并迅速送往
市内5家医院进行救治。

经卫生部门初步诊断，为细菌性集
体食物中毒。目前，24名病人症状均
趋于稳定，全部在医院留观治疗。 据
了解，24名发病旅客均为四川省内江
市第二中学赴京旅行团队的返程学
生。该团队共有师生392人，于7月22
日在外用完午餐后乘车，晚餐为旅行社
准备的方便食品。Z95次列车上其他
旅客包括在车上用餐的带队老师，未出
现上述症状。 中新

上半年全国25.4万人被处分
包括省部级干部20人

鲍里斯·约翰逊将接任英国首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