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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统一 全新高效

监察体制改革在全国展开
本报记者 杨俊峰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

案》。11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试点工作的全国推广，对于健全中国特色国家监察

体制，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具有重大意义。

通畅纪法衔接

2016年 11月 7日，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
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北京等3省市设立各级
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
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

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3 省市
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过去反腐败力
量分散、行政监察覆盖范围过窄以及纪律与法
律衔接不畅的问题。

为此，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的决议，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将人民
政府的监察厅 （局）、预防腐败局及人民检察院
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
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进来，与纪委合署办公，
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能。对党内监督达不到
的地方，或者对不适用执行党的纪律的公职人
员，依法实施监察。

北京市纪委、市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负责
人刘永强说，监察体制将执纪与执法贯通起
来，在制度上形成监察委员会调查、检察院起
诉、法院审判的工作机制，不仅实现了纪律与
法律的有机衔接，也杜绝了党员判刑前未作党
纪处理、带着党籍进监狱服刑等现象。

新成立的监察委随即实质运转起来，主动出
击，认真履行监督、调查、处置 3 项职责，全面行

使全国人大授权的 12 项调查措施，已经成功查
办了不少案件。今年 1 至 8 月，北京市问责 204
人、13 个党组织。经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对北
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委会党委实施改组，这
是北京历史上首例依据党章党规作出的改组决
定。山西省问责2514人。浙江省问责1046人。

留置取代“两规”

今年 3 月 17 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监委
报送的对涉嫌贪污的余某进行调查的 《立案审
批表》，摆在了区委书记陈瑾的案头。认真看了
几遍后，她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据了解，涉案人员余某并非党员。伴随这
张特殊的 《立案审批表》 的签批，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以来的全国首例留置措施
付之实施。

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是十九大报告
中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论述
之一，也是本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向
全国推广的重要工作之一。

据了解，改革试点地区均以留置取代“两
规”，细化审批权限、工作流程和方式方法，把
纪委原“两规”场所、公安机关看守所作为留
置场所，对留置折抵刑期、异地留置进行探
索，做好留置案件调查与审理工作对接。留置
期间注重对被调查人的思想教育和政策讲解，
促使被调查人主动认识错误、如实说明问题。

强化被调查人权利保障，采取留置措施及时书
面通知家属，限定留置期间讯问时间、时长，
坚守安全底线。今年1至8月，3省 （市） 共留
置 183人，其中北京市留置 43人、山西省留置
42人、浙江省留置98人。

监察体系日渐成型

随着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而来的，
是一个集中统一、全新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的
建设过程。一个党统一领导下的全新的国家反
腐工作机构已日渐成型。

10月3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次会议审议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的决定 （草案）》。《草案》 规定：“在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市辖区设立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职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在做关于
《草案》 的说明时说：“在今年底明年初召开的
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上产生监察委员会，有利
于使监察体制改革与地方人大换届工作紧密衔
接，必将推动改革持续深入，实现全面从严治党
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中央纪委办公厅副主任刘硕说，监察委员
会就是反腐败的工作机构，监察法就是反腐败
的国家立法，必将有力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发布公报，将长沙、澳
门、青岛、武汉 4 座中国城市列入全球创意城市网
络，以展现创意精神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

根据公报，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4座城市新
一批入选创意城市网络。此前，包括景德镇、上
海、顺德、杭州、苏州、成都、北京、深圳的中国
城市也入选了全球创意城市网络。

5年多来，中国创意城市建设紧跟世界潮流，各地
城市日新月异，向世界展示出绚丽多彩的城市画卷。

电影之都，青岛着力打造

作为青岛影视矩阵的“旗舰”，灵山湾影视文化
产业园，今年集中发力，园区内首批 15座摄影棚今
年相继投入运营，《疯狂的外星人》《英雄本色 2018》

《网中网》等一批国内外大片先后进入园区拍摄。
这当然得益于青岛推出的极具吸引力的产业扶

持政策。总额为 50亿元的影视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
来青拍摄制作的海内外优秀影视作品给予最高40%的
制作成本补贴，目前已吸引104家影视企业入驻西海
岸新区，充分彰显了政策的后发优势。

2016年 10月，青岛市政府与万达集团联合在洛
杉矶举办电影峰会，吸引 11 部好莱坞大片来青拍
摄；2017年，“青岛影视产业菁英汇”吸引好莱坞最
具盛名的6大影视巨头乘商务包机专程来青洽谈投资
合作，并达成多项合作协议；9月中旬，青岛电影博
物馆在西海岸新区开馆，一座以“文化+科技”为核
心理念的青岛电影新地标就此诞生；第 15届全国院
线国产影片推介会同时举行，60多部国产新片集体
亮相，来自全国 48 条院线代表汇聚于此交流研讨；
还有第十六届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 （金凤凰奖）、

2017 年亚洲影视文化论坛、赫拉国际电影节……青
岛，正日益彰显它在世界影坛的影响力。

天府绿道，引领宜居生活

今年秋季的一个上午，成都龙泉驿区。玉石湿
地旁，伴随着第一株银杏树种下，总长近 1700公里
的“天府绿道”正式启动建设。

“‘天府绿道’不仅是一个惠及民生的工程项
目这么简单，而是成都作为新一线城市‘筑巢引
凤’的重大支撑工程，是城市绿色发展的靓丽名
片。”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一位研究员如此强调。

目前成都南三环外全长534米的熊猫绿道示范段
已经向市民开放。“仿佛在家门口开了一个无尽头的
公园，顺着这个公园，能走完整个主城区，特别是
沿途有我们城市最乖的大熊猫，摆了各种各样的呆
萌造型，好看、好玩、好方便。”住在附近的刘女士
如是说，几乎每天她都会和家人来这里散步。

据了解，这个庞大的绿道系统，将在 2025 年初
步建成1920公里市域主干绿道体系，到2040年，市
域绿道体系将全面成网。其中最重要的锦城绿道，
已在今年 9 月初开工建设，2018 年底将完成主干绿
道130公里。

文化创意，已经开花结果

作为中国民营美术馆聚合的天堂，上海可以说
是中国当代艺术最活跃的城市之一。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上海拥有 87个创意产业集聚区、4000个创
新设计机构和组织、283家艺术机构、239个艺术和
文化社区中心、100座博物馆、25座图书馆以及 743
家存档机构。

艺术策展人杜曦云说，“上海拥有中国最好的艺

术与设计行业大环境，这座城市本身就有强大的艺
术审美和艺术消费需求，在艺术领域，上海一直与
国际同步，甚至引领着世界。”

武汉这次申报创意城市网络成功之后，将在长
江沿岸打造融城市生态、历史文化与创意服务为一
体的创意城市示范区；提升武汉设计双年展，举办
市民创意设计大赛；建设示范性创意社区，用创意
设计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政府将与大学、企
业、NGO等广泛合作，支持文化创意和设计领域的
青年人才参与国内外高水平交流。

长沙市市长陈文浩说，获评世界“媒体艺术之
都”后，长沙将进一步做优文创平台，以数字视频
全产业链集群为方向，加快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建
设，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视谷”；建设一流
的大学城、全国领先的自主创新策源地，为创作者
和梦想家提供最广泛资源和全方位服务。

创 意 城 市 尽 展 魅 力
本报记者 陆培法

青岛一角 （人民视觉）

11 月 6 日，中国空军八一
飞行表演队离境赴阿联酋参加
迪拜航展，并将在航展结束后
赴巴基斯坦进行飞行表演。

图为11月5日，歼－10表
演机国内转场。

杨 盼摄
（新华社发）

11 月 6 日，中国科学院孵化的寒武纪科技公司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芯
片，采用与“阿尔法狗”类似的深度学习技术，适用范围覆盖了图像识别、
安防监控、智能驾驶、无人机、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的重点
应用领域。图为中科院计算所研究人员在介绍智能芯片。

新华社记者 殷 刚摄

国产新一代人工智能芯片发布

武警水电七支队官兵日前再次掀起专业技能练兵热潮，
进一步提升“服务国防、抢险救援”的能力。图为技术人员
在模拟的河道决口处进行测量。 田端磊摄

专业技能大练兵

本报北京11月 6日电 （记者严
冰） 今天上午，随着启动球的旋转，
中铁十四局承建的京张高铁第一标段
北京清华园隧道“天佑号”盾构机刀
盘缓缓转动，正式掘进，标志着京张
高铁建设全面进入攻坚阶段。清华园
隧道是京张高铁的控制性工程，从北
京北站引出后，将从地面迅速转入地
下，变身“地铁”，穿行6020米，再
转出地面继续向北飞驰。沿原京包铁
路线掘进，避过了北京北站至北五环

这段地面交通最繁忙的路段。
该隧道为单洞双线盾构隧道，管

片外径为12.2米，内径11.1米，是目
前北京市最大直径的盾构隧道，穿越
地铁 10 号线、12 号线、15 号线 3 处
地铁、7处重要城市道路、88条重要
市政管线，整个隧道与地铁 13 号线
并行，是目前国内位于城市核心区
域，穿越地层最复杂、重要建筑物最
多的国铁单洞双线大直径盾构高风险
隧道。

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正式掘进

本报北京11月 6日电 （记者陈
劲松） 记者今天从中国残联获悉，

“十三五”以来，中国残联组织开展
的文化进残疾人家庭“五个一”项
目，不断创新活动形式，扩大残疾人
家庭的受益面，受惠残疾人家庭已经
远远超过4万户。

华夏五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今
天的文化进残疾人家庭“五个一”项
目进展新闻发布会上，向中国残疾人
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捐赠了 7000 万
张旅游年卡。该卡向全国 3000 多万

持证残疾人及陪护人员发放，可实现
全国 500 家知名景区的免费观光旅
游。

文化进残疾人家庭“五个一”项目
主要内容是：帮助中西部和农村地区
10 万户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每年
读一本书、看一次电影、游一次园、
参观一次展览、参加一次文化活动。中
央每年从彩票公益金中拿出 1000 万
元（“十三五”总共5000万元），通过转
移支付的形式每年支持全国2万户残
疾人家庭“五个一”项目的实施。

3000多万残疾人获赠旅游年卡

据新华社成都11月6日电（李书简、童方） 由中国作家
协会主办的首届“中国·南亚国家文学论坛”6 日在成都开
幕，论坛邀请孟加拉国、尼泊尔、巴基斯坦与斯里兰卡四国
作家共同探讨东方文学在新时代的发展与机遇。

本次论坛以“一带一路·文学新丝路”为主题，中国和南
亚四国的40多位作家和嘉宾将围绕“传承与交融中的文化发
展”和“全球化语境下文学创作的个性”两个议题展开讨
论。此外，各国作家还将分享文学发展趋势、创作理念和创
作手法，探索未来开展文学交流的途径与前景。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开幕式上致辞说：“期待通过此
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弘扬丝路文化精神，打造中国和南亚国
家间的文学交流平台，推动作家间的交往，加深彼此间的传
统友谊，推动文学作品互译的开展。”

中国南亚作家共话文学发展中国南亚作家共话文学发展

新华社北京11月 6日电 （记者
孔祥鑫） 记者6日从北京市重大项目
办获悉，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场馆建
设改造项目共计 18 项，其中，国家速
滑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
雪橇中心、单板大跳台、首体综合训
练馆为 5 个新建场馆；北京冬奥村和
延庆冬奥村为2个新建非竞赛场馆。

据介绍，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京
赛区新建场馆建设正在积极推进，延
庆赛区总体规划已确定，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各项工程已全面开工。
作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标志性

建筑，位于奥林匹克公园的国家速
滑馆“冰丝带”正在建设；延庆赛
区高山滑雪、雪车雪橇项目 4.94 公
里的进场路已经全面打通，为这两
处场地施工奠定了先决条件。

据了解，在北京冬奥会北京赛
区场馆建设改造的18个项目中，有8
个既有场馆将进行改造，有3个临建
场馆用于颁奖及新闻报道。

冬奥会北京赛区场馆项目共18项

八一飞行表演队

赴国外炫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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