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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中央纪委发文要求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重点查处公职人员涉黑涉恶问题
新华社北京电 中央纪委监察
部网站消息， 近日， 中央纪委印发
《关于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强化
监督执纪问责的意见》。 《意见》指
出，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充分认识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
义，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部署上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为
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攻坚仗
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意见》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立足职责定位， 坚持把扫黑除
恶同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
起来， 作为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
的一个重点，强化监督、铁面执纪、
严肃问责，坚决冲破“关系网”、打掉
“保护伞”。 要督促推动地方党委和
政府切实担负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主体责任。 加强与政法机关的协作
配合，及时排除办案干扰和阻力，协
同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
展。
《意见》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坚持问题导向， 找准扫黑除恶
与反腐“拍蝇”工作的结合点，紧盯
涉黑涉恶问题突出、 群众反映强烈
的重点地区、行业和领域，重点查处
以下三类问题： 一是发生在群众身
边的党员干部和其他行使公权力的
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腐败问题； 二是
党员干部和其他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
三是地方党委和政府、政法机关、相
关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推动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不力问题。
《意见》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拓宽监督举报渠道， 认真受理
有关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的举报反
映。发挥巡视巡察利剑作用，着力发
现问题。规范问题线索处置，加强核
查督办，确保件件有着落。充分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苗头性问
题早警示、早纠正、早处理。 会同政
法机关建立问题线索双向移送、反
馈机制， 对已侦破的涉黑涉恶违法
犯罪案件中有“保护伞”的，逐案过
“
保护伞”
筛、扩线深挖，揪出背后的
和腐败分子，一查到底，确保除恶务
尽。 对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顶

风违纪、不收敛不收手的，从严从快
处理。选择典型案例公开通报曝光，
形成有力震慑。
《意见》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加强组织领导， 确保扫黑除恶
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善作善成。 要把
惩治涉黑涉恶腐败问题作为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的重要内容，
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形成有效工作
机制。 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全面推开为契机， 推动工作向基
层延伸， 进一步加强对基层行使公
权力公职人员的日常监督和教育管
理。 各级纪委派驻机构要积极发挥
监督作用， 督促所监督部门和单位
承担好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职
责任务。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切实转变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确保工作措施务实有效。坚持
打铁必须自身硬， 严格纪检监察干
部教育、管理和监督，对以案谋私、
办人情案、 跑风漏气甚至充当黑恶
势力
“保护伞”的，从严从快查处，绝
不护短遮丑， 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
权力不被滥用、 惩恶扬善的利剑永
朱基钗
不蒙尘。

孙政才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
分院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孙政才享有的诉讼权
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孙政才，听取了
其辩护人的意见。 天津市人民检察
院第一分院起诉指控： 孙政才利用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从最高人
民检察院获悉， 第十八届中共中央
政治局原委员、 重庆市委原书记孙
政才涉嫌受贿一案， 由最高人民检
察院侦查终结，经依法指定管辖，移
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
起诉。近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

其担任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书记、
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农业部
部长、中共吉林省委书记、中央政治
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
人巨额财物， 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理想信念缺失，对党中央极端不忠诚

中宣部原副部长鲁炜被双开
新华社北京电 日前， 经中共
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纪委对中央宣
传部原副部长、 中央网信办原主任
鲁炜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经查， 鲁炜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阳奉阴违、欺骗中央，
目无规矩、 肆意妄为， 妄议中央，
干扰中央巡视，野心膨胀，公器私
用，不择手段为个人造势，品行恶
劣、 匿名诬告他人， 拉帮结派、搞
“小圈子”； 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和群众纪律，频繁出入私人

会所， 大 搞 特 权 ， 作 风 粗 暴 、 专 横
跋扈；违反组织纪律，组织谈话函
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廉洁纪
律，以 权 谋 私 ， 收 钱 敛 财 ； 违 反 工
作纪律，对中央关于网信工作的战
略部署搞选择性执行； 以权谋色、
毫无廉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
受贿犯罪。
鲁炜身为党的高级干部， 理想
信念缺失，毫无党性原则，对党中央
极端不忠诚，
“
四个意识”个个皆无，

“六大纪律”项项违反，是典型的
“
两
面人”，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知
止，问题严重集中，群众反映强烈，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典
型，性质十分恶劣、情节特别严重。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
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给予
鲁炜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
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
索及所涉款物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
法处理。

食药监总局：

要确保
“年夜饭”安全
新 华 社 北 京电 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要求各地围绕
节令食品，聚焦突出问题，紧盯重点
区域，强化现场检查，督促餐饮企业
确保节日聚餐和
“
年夜饭”安全。
食药监总局局长毕井泉表
示， 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食品安
全问题的底线，确保人民群众“
舌
尖上的安全”。监管部门要落实好
监管者的责任，围绕节令食品，聚
焦突出问题，紧盯重点区域，强化
现场检查，严把“从农田到餐桌”
的每一道防线。
针对节日聚餐和外卖安全，
毕井泉说， 要开展餐饮业质量提
升行动，鼓励“
明厨亮灶”，尤其是

专家提醒：

春节吃喝需谨防
“节日病”
据 新 华 社 太 原 电 春节期
间，享受美食必不可少。为了避免
因饮食不当而突发疾病， 专家提
醒要正确选购食物、 健康摄取食
物，远离“
吃出来”的困扰。
春节聚餐、家宴常常很丰盛，
使人食欲旺盛，易暴饮暴食。专家
指出， 暴饮暴食易引起胃肠功能

专业搬家 企业搬迁 空调家俱拆装 长短途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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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救家起名风水改名知识产权专利依据相
关［易经开运文献］免费咨询荣获多年【文明
诚信单位】参考如下：商标投资选房租售建
修开张考运婚姻小人干扰等恐惧成功运·搬
家安床安神择吉更重要感谢者众多，预约黄
微信
电话
总部：南通市人民中路 301 端平桥肯德基对面
分部：海门黄海中路 11 路 海门秀山东路 88 号…

18252501888 13776936678

调查

紊乱和身体抵抗力降低， 增加急性
胰腺炎、肠胃炎或肠胃溃疡等疾病
风险。 同时，由于“过分充足”的营
养素摄入和假期身体活动量的减
少，容易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痛风
等代谢性疾病。 因此，应特别注意
调整饮食，避免暴饮暴食，尽量多
霍瑶
吃清淡的食物。

2 名 工资日结
搬 大 各招聘司机、搬运工
居民、企业搬迁
家具空调彩电拆装
家众
搬

满意 双喜搬家 爱心大件 顺喜
公司成立 21 年 专业搬家车辆 8 辆

督促餐饮企业确保节日聚餐和“年
夜饭”安全，督促网络订餐保证“线
上”
“线下”餐饮质量标准一致。
为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食
药监总局近期组织了节日热销食品
专项抽检，共抽检酒类、肉制品、方
便食品、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等11
类食品1869批次样品， 发现宁波欧
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南路店销售的标
称武汉市盘龙酒厂生产的纯粮液、
广州市白云区松洲德诚食品经营部
销售的标称桂林冠峰饮料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的原味黑芝麻糊等18批次
样品不合格。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
格产品， 食药监总局已通报相关省
陈聪
份依法予以查处。

车辆信息

高价求购二手车
信誉至上 现金支付

15996551598

（原柯南商务调查事务所）

婚姻咨询调查，商务咨询调查
专业清理各种企业、个人债务
地址：人民中路中南大厦 1301 室
电话 / 传真：85518101 手机：13301489530
南通 92.9 音乐频道特约嘉宾

13328090150

家工农路 555 号东楼（开发区、港闸区有分点）

友情提醒：本栏目广告位尚有
少量剩余，请有意在本栏目投放广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
告或广告即将到期的单位尽快至
广告投放热线：85118889 江海晚报分类窗口缴纳广告款，广
告位顺序将按交款先后排定。

《江海晚报》分类广告

洁华清洗公司 永强保洁公司 保洁清洗 如意保洁 专 中央空调、导热油炉、工业设备化学清洗、水处理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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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保洁、清洗、瓷砖美缝 专业保洁、清洗、瓷砖美缝 地板打蜡保养、瓷砖美缝
13861988195

十年经验 值得信赖

13806295778 13861981020 82031200

南通市东方化学清洗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