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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惩治腐败力度决不减弱、零容忍态
度决不改变，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
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
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发展
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全面从严
治党的极端重要性和取得的显著成效，深
刻阐述了坚持“四个统一”的重要启示和
宝贵经验，为今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指明了具体方向，在我省党员干部群
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以新的认识指导新的实

践，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

深和细上下工夫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宁肯
得罪千百个腐败分子，也不可辜负13亿中
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七次全
会上的讲话，掷地有声，体现了许党许国
的担当精神和胸怀全局的为民情怀。

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张晓峰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直面问
题，又充满自信，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
再动员和再部署，体现了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决心。特别

是强调了要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战略布
局、着力从严从细抓管党治党，具有很强
的现实针对性。身为纪检监察干部，一定
牢记使命，切实把纪律挺在前面，严格监
督执纪问责，强化自我监督，发挥好纪检
监察机关监督专责作用。

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陈成华说，从
出台《廉洁自律准则》《问责条例》，到
修订《纪律处分条例》《党内监督条
例》，一系列新要求新规定的颁布实施，
增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
实效性，使党规党纪真正成为“高压
线”，真正成为全体党员、党组织恪守的
行为规范。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纪
律检查 机 关监督 执纪工 作 规 则 （试
行）》，充分表明纪检机关勇于担当的精
神和决心，必将极大促进纪检监察机关监
督执纪问责作用的充分发挥。

“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与常态化是反
腐的重大举措”，山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季
冬晓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修订（或发布）相关
党章党规共20多次，出台党内法规至少58
部。党纪党规制度化和常态化的纲领性文
件和战略性指导思想不断推出，彰显了我
们党反对腐败的决心和毅力。

在首位“齐鲁时代楷模”、新时期纪
检监察干部的优秀代表陈新宁的家乡金乡
县，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引起强烈反响。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李福东说，作为基层
纪检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讲话精神，结
合基层实际，在抓“常和长”“严和实”
“深和细”上下工夫、出实招，驰而不息
纠“四风”，持续加大查处发生在群众身
边的腐败问题的力度，保障党和政府的惠
民政策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不忘初心，坚守正道，自

我净化，立根铸魂，永葆共产

党人政治本色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
成’，这一重大判断，符合实际，鼓舞人
心。这两年我们切身感受到风气好多了，
身边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腐败之风看
不到了。”山东开言律师事务所主任、滨
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贾涛说，党风政风民
风的可喜变化，让我们看到党中央从严治
党的决心和成效，从严治党贵在坚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依靠文化自
信坚定理想信念。从不敢、不能到不想，
要靠铸牢理想信念这个共产党人的魂。作
为一名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者，我的感受尤

为深刻。”山东省干部学院青年干部战斌
说，当前党员领导干部对文化自信的认识
越来越深刻，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充分
用好我省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红色
资源，不断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人文素养
和精神境界。

省法院研究室副主任鲁统民表示，作
为一名法官，要严于律己，不断强化理论
武装，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持之以恒改进
司法作风，自觉把审判权置于各方面监督
之下，永葆法官清正廉洁的职业操守。要
严格司法，牢记司法权的来源和属性，依
法用好手中的审判权，公正高效地审判处
理好各类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但仍然
任重道远。烟台市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姜
青山表示，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全
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一岗双
责”等规定，从源头预防腐败，抓早抓小，预
防为主，以更严的纪律管好干部。

“心存敬畏之心，方能行有所止。”
泰安监狱人民警察辛先超说，党的纪律是
一把尺子，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一定常怀
律己敬畏之心，不断正心修身，涵养文
化，永葆共产党员的本色，努力成为“境
界高、能力强、形象好”的人民警察。

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
——— 我省党员干部群众热议习近平总书记中央纪委七次全会重要讲话

去年全省27666人受党纪政纪处分
75个单位党组织和1068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

□记者 赵 琳 通讯员 刘 建 报道
本报济南1月9日讯 根据省委部署，省委统战部今天召开处级

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学习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省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吴翠云主持会议并讲话。

吴翠云强调，全省统战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的决策部署上来。要结合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及即将召开的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
会，紧密联系统战工作实际，研究谋划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
措，努力在统战系统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各级统战干
部要自觉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表率，模范遵守党章党规和政治
纪律、政治规矩，践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不断推动统
一战线事业创新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胜利召开。

□记者 魏 然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8日，省纪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十八

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委常委、省
纪委书记陈辐宽主持并讲话。

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学习贯彻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七
次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抓紧抓好，统一思想认识，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要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增强“四个意
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扎实履行职责，做维护党中央
权威的忠诚卫士。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政治定力，坚持严字当头、
实字托底，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维护好党内政治生态，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强纪检监察机
关自身建设，严格执行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把监督执纪权力关进
制度笼子，打造忠诚干净担当干部队伍。

□记者 王 凯 贾瑞君 报道
本报济南1月9日讯 今天下午，副省长王随莲在济南会见美国

友人尼尔·布什一行。客人此次来访，旨在拜会省领导，推动美国
有关地区和机构与我省医疗健康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省委统战部
传达学习十八届中央纪委

七次全会精神
吴翠云出席并讲话

省纪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十八届中央纪委

七次全会精神

王随莲会见美国客人

让乡亲们花最少钱享受最好医疗
卫生院长亓庆良：46年16000多例手术零事故零红包

（上接第一版）加大成果处置、收益分配、股权激励等政策落实
力度，使创新者得到应有荣誉和回报。着力激发全社会创新潜
能，既支持本土人才勇攀高峰，也吸引海归人才、外国人才来华
创业创新，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更大空间。

李克强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向各行业各领域覆盖融
合，促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使传
统产业焕发新的活力。要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创客合作
创新，着力提升“中国制造”的品质和“中国创造”的影响力。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会上宣读了
《国务院关于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赵忠贤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奖励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国家科学

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授奖279个项目、7名科技专家和1个

国际组织。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42
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4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66项，其中一
等奖3项、二等奖63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71项，其中特等奖2
项、一等奖20项、二等奖149项；授予5名外籍科技专家和1个国际
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上接第一版）2016年省委巡视组共对114个单位（地区）开展专项巡
视，对12个市开展“回头看”。根据巡视移交问题线索立案审查754人，
给予620人党纪政纪处分，已完成十届省委巡视全覆盖任务。

“在枣庄市开展巡视‘回头看’时，巡视组发现了上一轮巡
视整改中存在的问题和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党的领导核心作
用发挥不够坚强有力，部分党员干部纪律规矩意识淡薄，党建工
作基础薄弱……”2016年10月，省委巡视组陆续向被巡视地方、单
位反馈巡视情况，并在省纪委监察厅网站进行公布。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卢保民说：“巡视‘回头
看’是对此前没有发现的问题‘再发现’，对尚未深入了解的问
题‘再了解’，对问题整改进行‘再督促’，体现了党内监督的
韧性和严肃性。”

巡视期间，省纪委对淄博市原政协副主席王修德、枣庄市原
副市长张鲁军、临沂市原政协副主席李作良进行立案审查，巡视
利剑作用进一步发挥。

充分发挥市县巡察作用，2016年，全省共巡察3173个单位，发
现违反“六项纪律”方面问题9763个，根据巡察移交问题线索立案
审查1466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1382人。

强化派驻监督，采取单独派驻和综合派驻两种形式，设置40家
派驻纪检组，覆盖省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各派驻纪检组明确职责
定位，强化政治监督，督促被监督单位党委（党组）发挥主体作
用，认真受理群众举报，严格处置问题线索。2016年，省纪委派驻
纪检组共谈话函询198件次，立案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55人。

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用好责任追究“撒手锏”

“因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邹平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局长王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赵雷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16年6月23
日，山东省纪委通报8起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不力受到责任追究
的典型问题，共涉及19名党员干部，在全省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
响。

2016年，全省各级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不断提高认识，增强思想
和行动自觉，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
在肩上。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
抓手，以严肃问责倒逼责任落实，着力构建省市县三级上下贯
通、多方联动、规范运行的问责工作格局，推动形成有责必担、
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良好氛围。共查处党内问责问题898起，处
理1068人，党纪政纪处分349人。省纪委分4次通报曝光典型问题21
起，点名道姓通报曝光38人，释放出严格问责追究、倒逼责任落实
的强烈信号。

□ 本报记者 魏 然

1月9日，山东省纪委监察厅召开新闻
发布会，通报2016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情况。

40家派驻纪检组
覆盖省一级党和国家机关
省委带头落实主体责任，省委常委、党

员副省长带队检查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分
别约谈17市和省直部门、省管企业、省属本
科高校、科研院所主要负责同志，层层传导
压力、夯实责任。纪检监察机关通过约谈、
廉政谈话、述责述廉等，督促强化责任担
当。全省共有75个单位党组织和1068名党员
领导干部被问责，省纪委分4批通报曝光21
起责任追究典型问题。

省纪委落实省委加强省纪委派驻机构
建设的实施意见，采取单独派驻和综合派
驻两种形式，设置40家派驻纪检组，覆盖省
一级党和国家机关。省纪委派驻纪检组共
谈话函询198件次，立案60件，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55人。

完成县级纪委机关内设机构调整，调
整后从事监督执纪人员编制占68 . 4%。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3346起

省纪委常务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马
明生介绍，针对“四风”问题变通变异、花样
翻新等新特点，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创新监
督检查方式，继续坚持逢节必查，调整暗访
频率，利用新技术新手段，着力发现隐秘

“四风”问题。全省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3346起，处理党员干部4895人，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306人。省纪委分10批通
报曝光典型问题62起，涉及省管干部18人。

与58名厅局级
党政正职廉政谈话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把严明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放在首位，加强对党纪处分条例
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会同组织部门成立
换届风气巡回督查组，督促检查市县换届
纪律情况，通报典型问题。坚持抓早抓小。
省纪委常委与58名厅局级党政正职廉政谈

话。严格按5类标准处置反映问题线索，准
确定性量纪。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反
映问题线索32487件，谈话函询3300件次，给
予纪律轻处分17508人、重处分10158人。

立案审查省管干部93人

重点审查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
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
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
部。集中力量核查中央巡视组移交问题线
索。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
106247件次；立案26780件；处分27666人，其
中厅局级干部104人、县处级干部882人、乡
科级干部2893人；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449人。省纪委立案审查省管
干部93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4人，移送司
法机关14人。

追回外逃人员93人

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作用，
截至目前，全省共追回外逃人员93人，其中

“百名红通人员”3人，追赃金额2 . 75亿元。对
2起新增外逃案件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并
专题通报。

完成本届省委
巡视全覆盖任务

把政治巡视要求贯穿巡视工作全过
程，共发现问题1256个，党员干部问题线索
1768条。加快巡视频率，分3轮巡视114个地
区、单位，完成十届省委巡视全覆盖任务。
深化再巡视，对12个市开展“回头看”。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根据巡视移交问题线索立案
审查754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20人。

推动开展市县巡察工作。全省共巡察
3173个单位，发现违反“六项纪律”方面问
题9763个，发现党员干部违纪违规问题线
索2677个，根据巡察移交问题线索立案审

查1466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82人。

查处侵害群众利益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7786起

对27个县（市、区）进行重点督导，集中
交办督办问题线索432件，市县两级纪委对
239个乡镇进行督导。全省共查处侵害群众
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7786起，处理
9314人，其中党纪处分8192人，政纪处分409
人，移送司法机关951人；省纪委分12批通报
典型问题95起，并对扶贫领域典型问题进
行专题通报。

处分纪检监察干部52人

马明生介绍，省纪委将省纪委机关个
人有关事项填报范围延伸到科级干部，凡
提必核。零容忍查处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行
为，全省纪检监察系统共谈话函询191人
次、组织处理81人、党纪政纪处分52人，严
防“灯下黑”。

□ 本 报 记 者 马景阳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苏 兵

他原本可以留在青岛医学院，但他选
择在远离市区的最贫穷的镇卫生院，一干
就是46年；他累计做了16000多例手术，却没
有一起医疗事故，没收病人一个红包！

他，就是65岁的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
中心卫生院院长亓庆良。

扎根农村，
只因对乡亲们的那份情
1952年8月，亓庆良出生在源泉镇源西

村一个农民家庭，6岁那年，他和父亲兴高
采烈准备迎接另一个小生命时，年仅26岁
的母亲心脏病加重，因为没有药，没有大
夫，母子双双倒在了产床上。“我一定要做
一个救死扶伤的大夫，给和母亲一样的乡
亲们治病！”年幼的亓庆良暗下决心。

1971年，高中毕业的亓庆良到源泉镇

中心卫生院学习，一年后回到村里成为一
名赤脚医生，一干就是4年。“光凭一腔热
血，没有扎实高超的医术，依然不能很好地
为乡亲们服务。”4年里，亓庆良不知道翻烂
了多少本医书，请教了多少医学前辈。

1975年，口碑好、医术好的亓庆良被推
荐到青岛医学院临床医疗系深造。由于成
绩优秀，学校百般挽留他留校。可他的脑海
中常出现母亲去世时的痛苦样子，时常想
起乡亲们缺医少药的情景。“我掌握了医术
不是给自己挣个好饭碗，而是为了山区的
乡亲们！”亓庆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家乡。

“亓院长想的是让乡亲们花最少的钱
享受最好的医疗！每次开会他都强调，绝不
允许开大方，不能开新农合报销范围之外
的药品。”副院长焦素宁说。

“三名”战略
让乡镇医院起死回生

刚到源泉镇中心卫生院时，呈现在亓

庆良面前的是一番凄凉破败景象：医院杂
草丛生，没有院墙，医疗设备仅有单目显微
镜、手提小B超、经常击穿的小型X光机。最
少的一天收入只有0．18元。46名职工，3个
月没发工资，外欠款70多万元。

第一例“挣钱”的手术是慕名而来的一
名胃溃疡患者，这让亓庆良心动了：“没有
名医，就没有名科，就不可能建成名院！”亓
庆良从充实领导班子、健全规章制度入手，
提出打造“名医、名科、名院”战略。

这些年来，院里相继引进和培养出了
一批名医。副院长、康复科主任李效勤，是
院里的引进人才，2015年被评为“山东省基
层名医”。副院长、外科主任王勇，是亓庆良
的学生，如今也成为微创、腹腔镜方面的专
家。张明征，师从李效勤，2015年被评为“淄
博市基层名医”。

1999年，源泉镇中心卫生院建起了水
平和规模在全省乡镇级卫生院中最高最大
的“康复医疗科”，现在，该科的收入占全院

收入的45%。2010年，亓庆良开始探索“医养
结合”的养老模式。如今，近百名农村老人
每月只需800元，就能在卫生院得到细心贴
心的关怀和照顾。

目前，源泉镇中心卫生院固定资产达
4000多万元；床位从10张增加到460张；年业
务收入从不足30万元提高到4300多万元；医
疗用房从1000多平方米扩大到14000多平方
米；医疗设备则有美国螺旋CT、CR，以及彩
超、数字电子胃镜等大医院才有的高大上
设备。此等规模和效益，在全省乡镇一级卫
生院，无出其右者。

1月8日，霾去雪来。亓庆良告诉记者，
今年，卫生院准备投资1500万元，重建8000
平方米的门诊综合病房楼；计划征地30亩，
投资1000万元改扩建老年人养老护理中心
5000平方米；投资千万元更换核磁共振、
DR、C型臂、大型肿瘤治疗设备。一所“防、
医、康、养”为一体的新型综合健康服务中
心将呈现在山区百姓身边。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在国务院新
闻办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纪委
监察部有关负责人就有关热点问题回答了
中外记者的提问。

监察部副部长肖培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40
人，是十七大期间审查中管干部人数的3 . 6
倍。纪检机关目前接到的检举控告类信访
举报呈下降态势。2016年比2015年接到的
此类举报下降了17 . 5%，是十八大以来的首
次回落。纪检机关立案审查和处分的党员
人数持续上升。党员受处分率从千分之1 . 8
上升到千分之4 . 3。“去年一年，在强有力的
反腐败高压态势震慑下，有5 . 7万名党员主
动向组织交待了自己的问题。”肖培说。

此外，对民政部原主要领导李立国、
窦玉沛是否在接受审查问题，也在会上得
到了确认。

中纪委：民政部

原主要领导李立国

正在接受审查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06247件次

立案26780件 处分27666人

厅局级干部104人 县处级干部882人 乡科级干部2893人

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449人

省纪委立案审查省管干部93人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4人

移送司法机关14人

无禁区 全覆盖 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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