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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柱郭声琨

就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当斋和
公安部长通班逝世向老挝致唁电

本报讯 !记者王治国"

!

月
"#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

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郭声琨共同向老挝人民

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家副主席本扬#沃拉吉致唁电$ 唁电中

说%&惊悉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当斋'皮芝同

志" 公安部部长通班'森'阿蓬同志不幸罹难! 深感悲痛( 谨对他们

的逝世致以最沉痛的哀悼! 向他们的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唁电说! 当斋和通班同志是老挝党" 政府" 军队和公安部门的

卓越领导人! 深受老挝人民的爱戴! 也是中国执法安全部门的好兄

弟" 好朋友$ 他们在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朱马里同志的亲自指挥

下! 为巩固和发展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加强中老缅泰湄公

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 深化中老执法安全合作作出不可磨灭的重要

贡献! 是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重要缔造者$ 当

斋和通班同志不幸以身殉职! 不但使老挝党和人民失去了两位重要

领导人! 也使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事业失去了两位重

要推动者! 我们也痛失两位亲密战友$ 我们愿与老方同志一道! 共

同继承当斋" 通班两位同志的遗志! 将两国关系" 中老执法安全合

作及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推向更高水平$

受孟建柱" 郭声琨委派!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率代表团于
!

月
"#

日赴老挝出席相关悼念活动! 并慰问家属$

落实差旅标准，公务接待须透明
"

伍

!北京青年报"

"#

日报道# 多省公布干部差旅标准# 厅局级

干部的住宿标准介于
$!%

元至
!%%

元之间# 其他人员的住宿标准

则从
&'%

元到
&!%

元不等$ 伙食补助标准除几个省区为每人每天

"(%

元外# 大部分地方的标准为
)%%

元$

明确干部差旅标准是好事$ 落实干部差旅标准# 当然离不开

严格报销制度# 加大审计监督力度$ 但是# 只在这一头使劲# 是

不够的$ 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是# 有时候# 上级到了下级# 中央

到了地方# 不但能超标准住宿吃喝# 回到单位还能在标准内报

销# 甚至是 %零报销&$ 为啥' 究其根底# 就是不管差旅标准是

多少# 都有公务接待来兜底$

备受关注的三公经费公开问题# 目前还不能令人满意$ 正是

公务接待的不公开不透明# 为公务

人员的超标准消费留下了腾挪空间$

因此 # 如果公务接待这头不管好 #

落实干部差旅标准就很容易 %搁

浅&$

把有行贿污点者挡在中标门外
福建厦门规定大宗政府采购招投标必须查询行贿犯罪记录

本报讯!记者张仁平 通讯

员王萍" &未发现某机电设备

公司有行贿犯罪记录$)日前!福

建省厦门市检察院向查询单位

出具了该公司行贿犯罪档案查

询结果告知函$按照规定!收到

告知函后!有关部门才能向这家

在某政府采购项目中中标的候

选供应商发出中标通知书$

从去年
"%

月起 ! 在厦门 !

凡预算金额在
(%%

万元以上的

大宗货物政府采购项目! 在评

审工作完成后" 中标通知书发

出前!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必须

向检察机关申请查询中标候选

供应商有无行贿犯罪记录 ! 这

成为招投标环节的必经程序 $

如果供应商有行贿犯罪记录 !

将被取消中标资格! 并在两年

内不得参与该领域相关采购项

目的竞标$

在政府采购招投标领域推

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缘于近

年来该领域职务犯罪多发的现

状$ 数据显示!

(%"%

年至
(%"(

年! 厦门市政府采购招投标领

域职务犯罪逐年递增! 占检察

机关同期立案总数的两成多 $

该市检察院在进行专项预防调

查后发现! 该领域职务犯罪主

要集中在招标文件编制发布 "

采购限价" 参与投标" 投标文

件制作" 采购评审" 处理质疑"

合同履行等七个环节! 具有大

案比例高" 作案手段隐蔽" 形

式多样" 持续时间长等特点$

针对政府采购招投标领域

职务犯罪的特点" 规律及制度

漏洞! 厦门市检察院从制度建

设和强化监管的层面提出预防

对策! 向相关主管部门发出建

立政府采购供应商廉洁准入制

度的建议$ 该建议引起了市委

市政府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

(%"&

年
#

月! 厦门市检察院和

市财政局联合发文! 将行贿犯

罪档案查询纳入大宗货物政府

采购必经程序$

据厦门市检察院职务犯罪

预防处负责人介绍! 该院在政

府网站上开通了邮箱和网上受

理平台!

(*

小时内就可出具行

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 $ 截至
!

月上旬! 已接受查询
*+

个项目

!+

家单位$

刘汉等36人涉黑案
将于23日一审公开宣判

新华社湖北咸宁
!

月
"#

日电 湖北省咸宁市中级法院
)#

日发

布公告! 刘汉" 刘维等
&,

人涉嫌犯组织" 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以及故意杀人罪等案件将于
(&

日一审公开宣判$

据介绍! 湖北省咸宁市中级法院将于
!

月
(&

日上午
#

时分别在

咸宁市中级法院第一审判法庭" 咸宁市咸安区法院第一审判法庭" 通

山县法院第一审判法庭" 赤壁市法院第一审判法庭" 赤壁市法院第二

审判法庭" 嘉鱼县法院第一审判法庭" 咸宁市咸安区法院第二审判法

庭公开开庭! 对刘汉等
)-

人案" 刘维等
+

人案" 曾建军等
!

人案"

陈力铭等
!

人案" 桓立柱等
&

人案" 旷晓燕等
&

人案" 刘学军等
&

人

案进行宣判$

刘汉等
&,

人涉黑案自
&

月
&)

日以来! 共分
+

案在湖北省咸宁市

依法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于
*

月
)#

日一审全部休庭$

习近平分别会见参加亚信峰会领导人
据新华社上海

!

月
"#

日电 !记者谭晶晶 许晓青

刘华 吴宇" 国家主席习近平
)#

日在上海分别会见来

华参加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的蒙古

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阿富

汗总统卡尔扎伊!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哈萨克斯坦总

统纳扎尔巴耶夫"

中央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要求认真学习习近平兰考重要讲话精神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近日#中央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要求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 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

参加并指导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切实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

国务院专项督查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务院决定从
!

月中旬

开始#派出
,

个督查组#对
)(

个省$区%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措施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督

查组将重点检查各地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均衡配置

办学资源!保障特殊群体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等情况"

中央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
曹立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

息#中央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因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领导要求

保持反腐肃贪高压态势
本报广州

!

月
"#

日电
$

记者朱香山 通讯员张敬富
%

今天!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雷于蓝一行到该省检察院 ! 就
(%))

年至

(%)*

年
*

月该省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进行调研$

记者了解到!

(%))

年至
(%)*

年
*

月!广东省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

侦查贪污贿赂案件
,&,#

件
++&%

人! 查办大案要案数量均居全国检察

机关前列!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
)!.#

亿余元$

在听取该院的相关汇报后! 雷于蓝充分肯定了广东省检察机关

在依法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她强调! 检察机关

作为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法定职责的承担者和廉政建设的中坚力量!

要忠实履行职责! 保持反腐肃贪的凌厉攻势和高压态势! 坚持 &老

虎)" &苍蝇) 一起打* 要进行重点突破! 加强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的专项整治! 特别是围绕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执法不严+ 司

法不公等问题! 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维护司法公正! 净化执法司法

环境* 要整合力量资源! 形成反腐肃贪的整体合力! 发挥人民群众

生力军作用! 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联系! 织造惩治和预防贪

污贿赂犯罪 &一张网)* 要加强队伍建设! 锻造一支政治坚定" 业务

娴熟的反贪铁军! 切实做到理性" 平和" 文明" 规范执法! 坚守防

止冤假错案的底线! 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编辑 李钰之 柴春元 校对 何 欣 台 霏

孟建柱郭声琨出席“和谐亚洲”
国际和平艺术家绘画作品展开幕式
本报上海

!

月
"#

日电 !记

者王治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郭声琨
)#

日在上海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

赫蒙" 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

阿科什卡罗夫共同出席 &和谐

亚洲) 国际和平艺术家绘画作

品展开幕式$

孟建柱在致辞中积极评价

亚洲地区人文交流与合作的良

好势头! 指出该展览以和平与

和谐为主题! 将为本次亚信峰

会增添亮丽色彩! 为中国了解

亚洲文化和各国艺术交流提供

难得机遇$

拉赫蒙表示 ! 人文合作是

亚信信任措施主要领域$ 此次

展览为促进亚洲国家人文交流"

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搭建了有

益平台$

此次展览是为配合亚洲相

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

峰会举办的大型国际人文交流

活动$

孟建柱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郭声琨出席会见

本报上海
!

月
"#

日电 !记

者王治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

日在上海会见塔吉克斯坦总

统拉赫蒙$

孟建柱指出 ! 塔吉克斯坦

是中国的亲密朋友和重要伙伴$

去年中塔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

两国关系进入发展新阶段 $ 此

次习近平主席同你会晤! 达成

了许多重要共识$ 中方愿与塔

方一道! 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

成的共识! 不断加大相互支持

力度$ 希望双方继续共同严厉

打击 &三股势力) 和贩毒等跨

国有组织犯罪活动! 共同维护

中塔两国和本地区的安全稳定$

拉赫蒙表示 ! 塔方高度重

视发展对华关系! 愿与中方全

面深化执法安全合作! 共同打

击 &三股势力 ) 和毒品犯罪 !

进一步提升塔中战略伙伴关系

水平$

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郭声

琨出席了会见$

!

月
)#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上海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郝帆摄

!

月
)#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国务委员兼

公安部长郭声琨在上海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

阿科什卡罗夫共同出席%和谐亚洲&国际和平艺术家绘画作品展开幕式$

郝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