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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岁的宁波人李大爷， 是个退休的潇
洒哥，平日里喜欢去鄞州区古林镇上礼嘉
桥附近的一家舞厅跳舞。 52 岁的湖南人容
阿姨，也是这家舞厅的常客。 一次偶然，她
和李大爷跳了一曲，一来二往，两人成了
固定的舞伴。 只要是跳舞，两人就形影不
离，在外人眼里，俨然一对男女朋友。

11 日晚上，容阿姨有事没来舞厅,李大
爷便邀请 48 岁的阿梅一起跳。 可舞没过
半，容阿姨竟出现在了门口。 看见李大爷
和阿梅亲密地跳着二步舞，容阿姨醋意大
发，冲到阿梅面前，一把抓住她的头发。 舞
池变成了战场，两个女人滚在地上厮打起
来，之后被“请”到了派出所。 在民警的调
解下，容阿姨向阿梅赔偿和道歉。

据《钱江晚报》报道

近日， 一名外籍男子在佛山南海黄岐
闹市持刀追砍路人，民警制止时遭暴力拒
捕， 经警告无效后开枪击伤嫌疑人腿部，
将其制服并送医院救治。

当天 18 时许， 在黄岐怡富广场门口，
一名黑皮肤男子手持一把长约二十厘米的
刀具追砍路人。 南海公安分局民警接到警
情后立即展开围堵， 后在黄岐大桥上成功
将其截停。 该男子不停挥舞刀具攻击民警，
暴力拒捕。 民警两次鸣枪示警无效，依法开
枪，分别击中嫌疑人左、右小腿，将其制服
并送往医院救治。20 时许，该男子在救治过
程中死亡，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经查， 初步判定该男子在事发前曾吸
食冰毒。 据《广州日报》报道

新 华 社 上 海 8 月 11 日 电 记者 11 日从上
海市检察机关获悉 ，上海友谊（集团）有限公
司原总经理 ，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
长 、 总经理 ， 上海百联（集团）有限公司原总
裁、上海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王宗南被逮捕。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王宗南，男，1955 年生，长
期在大型国有企业任职，因涉嫌在友谊（集团）有
限公司、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挪用公
款、受贿，于今年 7 月 28 日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
二分院立案侦查。

8 月 11 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将其逮捕。

上海光明集团原董事长
王宗南涉嫌挪用公款、受贿被逮捕

一日公布九 “厅座 ” 刷新 “落
马”纪录

中央纪委网站从 11 日 10 点 35 分公
布第一条消息 “黑龙江绥化市政协原副
主席王君被开除党籍公职” 到 18 点 53
分公布 “新疆绿化委员会副主任彭振华
被开除党籍公职”，不到 9 个小时就公布
了 10 起案件查处信息， 而刚刚过去的 7
月份，中央纪委网站公布查处了 44 人。 11
日公布被查处的 10 人分别为：

雷凌霄 河南濮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蔡聚雨 河南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祁亮山 郑煤集团党委常委 、 郑煤

电总经理
李国军 黑龙江省农机局原局长
杜增杰 农垦齐齐哈尔管理局原局

长
王君 黑龙江绥化市政协原副主

席
彭振华 新疆绿化委员会副主任
蒙志鹏 新疆阿克苏地委委员
方西屏 安徽省淮南市委书记
白跃军 贵州省榕江县委书记
这 10 人中，除了贵州省榕江县委书

记白跃军为处级官员， 其余 9 人均为厅
局级官员。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竹立家说：“从中央纪委公布查处贪腐
案件的数据来看， 首先是反腐败的成效
在加大，速度在加快，严厉性增强，反腐
不留死角。 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地方贪腐

现象仍比较严重。 ”
“中央一系列反腐举措表明，没有任

何人贪腐能逃避追责， 只要贪腐就要被
追查。 尽管可能会引起一些贪腐权力圈
的反弹，会向反腐败施加压力，但反腐力
度不会就此减弱。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
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张紧跟说。

反腐再 “提速 ” 广东半年查案
数超全年

今年以来，在中央纪委打“老虎”的
高压态势下，各地方纪委打“苍蝇”进入
提速期。

11 日，中央纪委公布的 10 条查处案
件均来自地方纪委。今年上半年，广东省
纪检监察机关已对 46 名厅级干部立案
调查， 这个数字超过该省去年立案查处
厅级干部数目的总和。

竹立家认为：“地方基层反腐败形势
严峻，官不大，但有实权，为老百姓办事的
人，同时也具有贪腐的便利。‘大老虎’可
恶，‘小老虎’和‘苍蝇’同样令人痛恨，
在基层的一些公共政策执行、项目审计等
方面都存在贪腐和寻租的空间， 破了座
桥，烧了栋楼，甚至都可以从中发现贪腐
问题。基层吃拿卡要现象严重，小官大贪、
小官巨贪的现象还存在，所以省级纪委加
大反腐力度是有道理的。 ”

张紧跟认为， 中央纪委强力推进反
腐，查办一大批腐败官员，给地方纪委很
大的压力， 也督促地方纪委更加努力尽
责，产生上行下效的作用。

竹立家表示， 地方省级纪委反腐力
度加大，一方面是中央的指导思想明确，
有腐必反，不留死角，提供了反腐败的保
障力和原动力；同时，中央纪委的机构改
革，也加强了执行力，各级纪委的反腐败
机制越来越完善，加强了执行力。公众对
反腐败有高度共识，也给予了很多支持。

高压促“收敛” 制度促常态
从“老虎”到“苍蝇”，反腐败斗争

迈向了“零容忍”和常态化，并对民怨
较大的基层腐败和小官巨腐出重拳。 专
家认为，反腐高压常态化关键在于制度
建设。

竹立家感受到，自从中央“八项规
定”和反腐败风暴之后，基层官员作风
和生活方式有了很大转变和收敛，过去
去地方讲课， 专门请吃饭是免不了的，
现在下了飞机就去吃自助餐。“现在的
关键是，要把这些良好的作风和风气形
成长效机制，长久保持下去，反腐败和
作风建设都要形成常态化机制，不仅建
设好相关制度 ， 更要加强监督和惩
防。 ”

张紧跟说， 中央新一轮反腐行动以
来， 体现了从查办经济领域的违法违规
行为为主， 到查经济违法违规问题与官
员作风问题并重。 作风问题从来都不是
孤立的， 总是与滥用权力密切联系在一
起的。要约束滥用权力，从制度上和机制
上进行自我纠错、自我加压。

据新华社北京电

中纪委一日公布 10 名官员被查信息
其中 9 人为厅局级干部

立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从中央到地方反腐依
然保持高强度，并再次刷新纪录。 记者梳理发现，
10 个被查处案件均由省级纪委主导。 分析人士称，
在中央打“老虎”保持高压态势的情况下，地方打
“苍蝇”也进入了提速期。

外籍男闹市砍人
被民警开枪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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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妈滚地厮打

2014-08-13 星期三 看中国·关注 B05�责编:陈玉亮 主任:冶永刚 责校:小丹 热线:

68岁的宁波人李大爷， 是个退休的潇
洒哥，平日里喜欢去鄞州区古林镇上礼嘉
桥附近的一家舞厅跳舞。 52 岁的湖南人容
阿姨，也是这家舞厅的常客。 一次偶然，她
和李大爷跳了一曲，一来二往，两人成了
固定的舞伴。 只要是跳舞，两人就形影不
离，在外人眼里，俨然一对男女朋友。

11 日晚上，容阿姨有事没来舞厅,李大
爷便邀请 48 岁的阿梅一起跳。 可舞没过
半，容阿姨竟出现在了门口。 看见李大爷
和阿梅亲密地跳着二步舞，容阿姨醋意大
发，冲到阿梅面前，一把抓住她的头发。 舞
池变成了战场，两个女人滚在地上厮打起
来，之后被“请”到了派出所。 在民警的调
解下，容阿姨向阿梅赔偿和道歉。

据《钱江晚报》报道

近日， 一名外籍男子在佛山南海黄岐
闹市持刀追砍路人，民警制止时遭暴力拒
捕， 经警告无效后开枪击伤嫌疑人腿部，
将其制服并送医院救治。

当天 18 时许， 在黄岐怡富广场门口，
一名黑皮肤男子手持一把长约二十厘米的
刀具追砍路人。 南海公安分局民警接到警
情后立即展开围堵， 后在黄岐大桥上成功
将其截停。 该男子不停挥舞刀具攻击民警，
暴力拒捕。 民警两次鸣枪示警无效，依法开
枪，分别击中嫌疑人左、右小腿，将其制服
并送往医院救治。20 时许，该男子在救治过
程中死亡，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经查， 初步判定该男子在事发前曾吸
食冰毒。 据《广州日报》报道

新 华 社 上 海 8 月 11 日 电 记者 11 日从上
海市检察机关获悉 ，上海友谊（集团）有限公
司原总经理 ，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
长 、 总经理 ， 上海百联（集团）有限公司原总
裁、上海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王宗南被逮捕。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王宗南，男，1955 年生，长
期在大型国有企业任职，因涉嫌在友谊（集团）有
限公司、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挪用公
款、受贿，于今年 7 月 28 日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
二分院立案侦查。

8 月 11 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将其逮捕。

一日公布九 “厅座 ” 刷新 “落
马”纪录

中央纪委网站从 11 日 10 点 35 分公
布第一条消息 “黑龙江绥化市政协原副
主席王君被开除党籍公职” 到 18 点 53
分公布 “新疆绿化委员会副主任彭振华
被开除党籍公职”，不到 9 个小时就公布
了 10 起案件查处信息， 而刚刚过去的 7
月份，中央纪委网站公布查处了 44 人。 11
日公布被查处的 10 人分别为：

雷凌霄 河南濮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蔡聚雨 河南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祁亮山 郑煤集团党委常委 、 郑煤

电总经理
李国军 黑龙江省农机局原局长
杜增杰 农垦齐齐哈尔管理局原局

长
王君 黑龙江绥化市政协原副主

席
彭振华 新疆绿化委员会副主任
蒙志鹏 新疆阿克苏地委委员
方西屏 安徽省淮南市委书记
白跃军 贵州省榕江县委书记
这 10 人中，除了贵州省榕江县委书

记白跃军为处级官员， 其余 9 人均为厅
局级官员。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竹立家说：“从中央纪委公布查处贪腐
案件的数据来看， 首先是反腐败的成效
在加大，速度在加快，严厉性增强，反腐
不留死角。 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地方贪腐

现象仍比较严重。 ”
“中央一系列反腐举措表明，没有任

何人贪腐能逃避追责， 只要贪腐就要被
追查。 尽管可能会引起一些贪腐权力圈
的反弹，会向反腐败施加压力，但反腐力
度不会就此减弱。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
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张紧跟说。

反腐再 “提速 ” 广东半年查案
数超全年

今年以来，在中央纪委打“老虎”的
高压态势下，各地方纪委打“苍蝇”进入
提速期。

11 日，中央纪委公布的 10 条查处案
件均来自地方纪委。今年上半年，广东省
纪检监察机关已对 46 名厅级干部立案
调查， 这个数字超过该省去年立案查处
厅级干部数目的总和。

竹立家认为：“地方基层反腐败形势
严峻，官不大，但有实权，为老百姓办事的
人，同时也具有贪腐的便利。‘大老虎’可
恶，‘小老虎’和‘苍蝇’同样令人痛恨，
在基层的一些公共政策执行、项目审计等
方面都存在贪腐和寻租的空间， 破了座
桥，烧了栋楼，甚至都可以从中发现贪腐
问题。基层吃拿卡要现象严重，小官大贪、
小官巨贪的现象还存在，所以省级纪委加
大反腐力度是有道理的。 ”

张紧跟认为， 中央纪委强力推进反
腐，查办一大批腐败官员，给地方纪委很
大的压力， 也督促地方纪委更加努力尽
责，产生上行下效的作用。

竹立家表示， 地方省级纪委反腐力
度加大，一方面是中央的指导思想明确，
有腐必反，不留死角，提供了反腐败的保
障力和原动力；同时，中央纪委的机构改
革，也加强了执行力，各级纪委的反腐败
机制越来越完善，加强了执行力。公众对
反腐败有高度共识，也给予了很多支持。

高压促“收敛” 制度促常态
从“老虎”到“苍蝇”，反腐败斗争

迈向了“零容忍”和常态化，并对民怨
较大的基层腐败和小官巨腐出重拳。 专
家认为，反腐高压常态化关键在于制度
建设。

竹立家感受到，自从中央“八项规
定”和反腐败风暴之后，基层官员作风
和生活方式有了很大转变和收敛，过去
去地方讲课， 专门请吃饭是免不了的，
现在下了飞机就去吃自助餐。“现在的
关键是，要把这些良好的作风和风气形
成长效机制，长久保持下去，反腐败和
作风建设都要形成常态化机制，不仅建
设好相关制度 ， 更要加强监督和惩
防。 ”

张紧跟说， 中央新一轮反腐行动以
来， 体现了从查办经济领域的违法违规
行为为主， 到查经济违法违规问题与官
员作风问题并重。 作风问题从来都不是
孤立的， 总是与滥用权力密切联系在一
起的。要约束滥用权力，从制度上和机制
上进行自我纠错、自我加压。

据新华社北京电

中纪委一日公布 10 名官员被查信息
其中 9 人为厅局级干部

立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从中央到地方反腐依
然保持高强度，并再次刷新纪录。 记者梳理发现，
10 个被查处案件均由省级纪委主导。 分析人士称，
在中央打“老虎”保持高压态势的情况下，地方打
“苍蝇”也进入了提速期。

外籍男闹市砍人
被民警开枪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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