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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虎拍蝇正风肃纪，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就综述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

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作出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庄严承诺，以
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勇气，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打虎拍蝇雷霆万钧，正风肃纪驰而不息，形成了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态势，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党风政风为之一新。

以作风建设为全面从严治党破题

从作风建设切入，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中央八项规定的出
台，解决了管党治党“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

2012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5 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狠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对“四风”问题坚决露头就
打，推动风气产生根本转变。

紧盯年节假期，抓早抓小、串点成线，遏制“舌尖上的
浪费”、刹住“车轮上的腐败”、整治“会所里的歪
风”…… 5 年来，“八项规定”已成为妇孺皆知的政治语
汇，在神州大地上荡涤起一股激浊扬清的净化之风，刹住了
一些曾被认为难以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曾被认为司
空见惯的顽瘴痼疾。

人们看到，天价月饼、粽子基本消失了，风景名胜区里的会
所少见了，价格畸高的名烟名酒得到了遏制，一些高档酒店也推
出了平民餐；干部普遍反映，应酬少了，精气神也饱满了。广大
干部群众在一个又一个细节、一件又一件的小事中感受到了切切
实实的变化。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全国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 17 万多起，处分 13 万多人。平均每天因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被查处的问题超过 100 起。
数据是最好的印证。在截至 2016年 12月查处的 15 .53万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违纪行为发生在 2013年、 2014
年的占 78 . 2% ；违纪行为发生在 2015 年的占 15 . 1% ；违纪行
为发生在 2016 年的仅占 6 . 7% 。增量不断减少，充分表明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中不断落地生根。

以重拳反腐为全面从严治党破局

2012 年 12 月 6 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
重违纪接受调查。这是党的十八大以后落马的第一位省部
级干部，当时就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然而，这仅仅是一个
开端。

2014 年 6 月 14 日，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
查； 2014 年 6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给予徐才厚开除党籍
处分； 2014 年 7 月 29 日，中央决定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
案审查； 2014 年 12 月 22 日，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
调查； 2015 年 7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给予郭伯雄开除党
籍处分…… 5 年来，党中央重拳反腐的决心勇气、惩贪去恶的
雷霆之势，一次次刷新了人们的认识。

“打虎”无禁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 2016 年底，中
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 240 人，打破所谓“刑不上大夫”
的猜想；

“拍蝇”零容忍。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纪律处分超过
119 万人，打破所谓“法不责众”的观念；

“猎狐”撒天网。从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近
3000 人，释放“天网恢恢、虽远必追”的强烈信号。

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持续量变产生质变。
2016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接到的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

比 2015 年下降 17 . 5% ，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首次回落；
2016 年，在高压之下，有 5 . 7 万名党员主动向组织交待了自
己的问题。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2016 年底，中
央对形势作出最新判断，不敢腐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

以党内监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抓手

5 年来，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和重要保障，党

内监督方式方法不断改革创新，不断向着全面覆盖、不留死
角迈进。

——— 利剑高悬、愈显锋芒，巡视监督的震慑效应不断放
大。

中央巡视共开展 12 轮，对 277 个地方、单位党组织进

行了“政治体检”，对 16 个省区市开展“回头看”，对 4
个单位进行“机动式”巡视，实现党的历史上首次一届任
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各省区市党委也完成 8362 个地方、
部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面巡视任务。山西系统性、塌
方式腐败，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和辽宁拉票贿
选案等重大问题线索在巡视中被揭露。中央纪委立案审查
的中管干部案件中，超过 60% 的问题线索来自巡视。根据
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厅局级干部
1225 人，县处级干部 8684 人。

——— 瞪大眼睛、伸长耳朵，派驻监督的“探头”作用
充分发挥。

中央纪委设立 47 家派驻纪检组，实现对 139 家中央一
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监督全覆盖。实现全面派驻后的 2016
年，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共谈话函询 2600 件次，立案 780
件，给予纪律处分 730 人，分别增长 134% 、 3 8% 、
56% 。

——— 坚决清除“灯下黑”，让监督者时刻受监督。截
至 2016 年底，中央纪委机关谈话函询 218 人、组织调整 21
人、立案查处 17 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谈话函询 5800
人次、组织处理 2500 人、处分 7900 人。《中国共产党纪
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制定出台，首次对监
督执纪工作的全流程、各环节进行明确规定。

———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使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
相互促进。 2016 年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拉开帷幕，目
前，北京、山西、浙江 3 个试点省市改革取得实质进展，
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转隶组建工作已经完成。随着改革
即将推开，一个在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呼
之欲出，将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
盖。

以建章立制为全面从严治党固本培元

5年来，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一系列立足根本、着眼长
远的制度措施，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治标走向治本，从
“拔烂树”“治病树”到培育健康“土壤”、建设良好政治生
态转变。

扎牢制度之笼，为制度治党提供根本保障。
从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提出党员和党

员领导干部努力践行的高标准，到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明确划出纪律底线；从出台首部党内问责条
例，实现问责工作的制度化、程序化，到修订《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印发《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
拔”的意见》等，打造从严治吏、严格干部选拔任用的完
整链条……

5 年来，党内法规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央共出台
或修订近 80 部党内法规，超过现有党内法规的 40% ，全面
从严治党越来越有规可循、有据可依。

补足精神之钙，为思想建党打造牢固根基。
2013 年下半年开始至 2014 年，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015 年起，在县处级以上领导
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2016 年全面启动“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 2017 年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

5 年来，打铁趁热、环环相扣的思想政治建设，让党
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
经常性教育延伸，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更加坚定，纪律意识
和规矩意识更强。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党内政治文化的
改善、党内政治生态的修复，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提供了优良环境和土壤。

实践不断发展，认识不断升华。
2016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

治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踏上了全面从严治
党的崭新征程。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5 年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试出了人心向背，厚

植了党的执政根基，锻造出具有更加旺盛生命力和顽强战
斗力的党，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
证。

(记者朱基钗) 新华社北京 8 月 16 日电

砥砺奋进的五年

据新华社福州 8 月 16 日电(“新华视点”记者郑良、魏董
华)近日，福建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公安部督办特大买
卖身份证、妨害信用卡管理案作出终审判决。犯罪分子黄某非
法买卖银行卡 2735 套，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买卖身份证件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9 年。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一套包含身份证、手
机卡、网银 U 盾等资料齐全的银行卡，在网上售卖价格达
1500 元以上。有专门的团伙收购各种卡证后，雇人到银行开
卡转卖。犯罪团伙使用这些“实名非实人”的银行卡，从事电
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洗钱等犯罪活动。

有网站公然收购身份证和银行卡

记者在 QQ 查找群中搜索“卡”，弹出不少含有“开卡”
“信用卡提额”等内容的 QQ 群。记者加入一个“开卡”群，
发现里面有成员 640 多人。入群之后，不断有人发布广告，声
称收购身份证、手机卡、银行卡，或者招收开卡人员。

有一个收购身份证的广告称：“高价回收身份证， 1985
年到 1992 年出生的， 150 元一张”。

记者联系一名在群里招收开卡员的人，其称：“开卡员拿
自己的身份证到任何一家银行开卡，但开卡时必须用我们提供
的手机号码。”记者提出，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理银行卡卖给别
人使用，会不会产生不良影响？对方说，银行卡是用来注册淘
宝账户刷信誉的，不会对开卡人有影响。

不同的银行卡价格不同。普通银行卡售价 70 元，开通网
上银行的银行卡可以卖到两三百元，如果提供了 U 盾、手机

卡、身份证等资料的银行卡，则可以卖到 1500 元以上。
记者在百度搜索“银行卡、 QQ 、代办、出售”等关键

词，不时出现售卖银行卡的信息。记者点开一家名为“皇冠
银行卡购买中心”的网站，网页上显示：“本处有大量真实
办理的全国各地各大银行全新银行卡长期供应。卖卡讲诚
信，淘宝担保交易。”此外，该网站还提供“按需求订购银
行卡”服务。

银行卡“实名非实人”，被用来实施各种犯罪

据了解，龙岩黄某非法买卖的 2735 套银行卡资料齐
全，包括居民身份证、银行 U 盾、手机卡等。这些黑银行
卡是如何办理出来的呢？

公安机关调查发现，黑银行卡的源头在于身份证和手机
卡。犯罪分子田某在深圳以每张 50 元的价格向拾荒者、农
民工收购身份证 2000 多张，然后加价卖给专门收购身份证
的团伙。案件中的另一个犯罪分子朱某，在深圳经营一家买
卖手机卡的店铺。他通过 QQ 号码在网上发布信息，买到了
上万张手机卡加价出售。

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曾佳武说：“有
了这些身份证和手机卡，犯罪团伙冒用他人身份开设银行卡、
开通网上银行就很容易了。他们开卡后，再把这一整套资料
‘打包’高价出售给从事诈骗、赌博、洗钱的犯罪分子。”

记者从福建、山东、浙江等地政法机关采访了解到，买卖
银行卡形成灰色产业链。在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洗钱等
违法犯罪活动中，“实名非实人”的银行卡被大量使用。

福建福州、厦门、泉州等地公安民警告诉记者，今年以
来，在多起单笔诈骗金额达上百万元的案件中，公安机关追
查涉案银行账户发现，开卡人和使用人完全不一致。开卡人
多为农民工、在校学生等，他们称曾丢失身份证，不知道被
人冒用身份开了银行卡。

此外，今年 5 月，厦门发生一起被骗 430 余万元的案

件，诈骗分子用以转移赃款的银行卡上百张。警方调查发
现，这些银行卡的开卡人并不是使用人，绝大多数是诈骗团
伙在网上购买的。

有人贪小便宜推波助澜，有银行开卡审核不严

记者调查发现，买卖银行卡已经形成了一条包括收购卡
证、雇佣开卡员、贩卖银行卡等环节在内的灰色产业链，每
个环节均能获利，且价格快速上涨。

去年 8 月，记者暗访一家“银行卡销售网”客服人员，
对方称一套身份证、银行卡、网银 U 盾、手机卡售价 950
元。今年 8 月，记者再次联系该客服人员，这套资料的价格
已涨到 1800元。

多地公安民警告诉记者，一些在校学生、农民工、社会
闲散人员贪图小便宜，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到各个银行开卡，
再贩卖给收卡团伙，收卡团伙再以更高的价格卖给犯罪团伙
使用。

此外，一些银行特别是个别地方性商业银行，在开卡时
审核不严，持他人身份证也能顺利办理银行卡。

据悉，央行、公安部、银监会等部委在打击整治非法买
卖银行卡行为的同时，也出台了多项措施从源头防范。包括
明确规定对同一客户在同一商业银行开立借记卡原则上不得
超过 4 张。出租、出借、出售、购买银行账户或支付账户的
单位和个人，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开立银行账户
或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人， 5 年内停止其银行账户非柜面业
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 3 年内不得为其新开立账户。同
时，人民银行还将上述单位和个人信息移送金融信用信息基
础数据库并向社会公布。

多地公安民警建议，应完善相关法律，对于利用自己身
份证在银行开设银行卡出售牟利，达到一定数量的，按照妨
害信用卡管理罪予以处罚。银行方面也应加大实名制审核力
度，对出现大量非实名卡的银行，监管部门要予以追责。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6 日电最高人民法院 16 日在第一
法庭对上诉人广东加多宝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广
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擅
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上诉两案进行了公开宣
判。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为，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对
涉案“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潢权益的形成均作出了重要
贡献，双方可在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共同享有
“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潢的权益。

判决指出，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所涉知识产权纠纷不
断、涉诉金额巨大，引发社会公众关切与担忧，还有可能损及
企业的社会评价。对此，双方应本着相互谅解、合理避让的精
神，善意履行判决，秉持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珍视经营成
果，尊重消费者信赖，以诚实、守信、规范的市场行为，为民族
品牌做大做强，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而努力。

▲ 8 月 16 日，特战队员在进行搜索演练。
8 月 15 日到 16 日，武警烟台支队开展跨区域复杂环

境综合演练，检验特战队员在复杂环境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新华社记者朱峥摄

烟台武警开展跨区反恐演练

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宣判

王老吉与加多宝纠纷案网购身份证银行卡，用来诈骗和洗黑钱
目前，一套包含身份证、手机卡、网银 U 盾等资料齐全的银行卡，网上售价达 15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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