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T达人李智利用接近公安车管系统的机会，“黑”进江苏
省连云港市公安局车管系统，不到3年非法删除1.4万多条交
通违章记录，给国家造成损失1000多万元，自己捞了600多万
元。日前，李智被依法逮捕，现已移送审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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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机构共有多少？
无明确数字，主要集中在纪检、监察、检

察、审计等系统
中国有多少反腐机构？北京大学廉政建

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这个问题很难
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我们有基层、省级、国家等不同层级的反
腐机构，很难统计。”他表示，目前中国的反腐
机构，只能从类别上去划分，大致分为党内纪
检、行政监察、检察、审计四类，基本形成党纪、
政纪、法律三方面共同反腐的局面，审计则作
为重要的配合部门，协助反腐。另外银行、海
关在追逃追赃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记者梳理发现，从国家层面来说，目前最
主要的反腐败机构，是中央纪委、监察部、最高
检反贪污贿赂总局。

1995年，最高检成立反贪污贿赂总局前，
中国反腐主要是以党内纪检和行政监察两条
线为主，彼时最高检虽设有经济犯罪侦查科，
但并不只侦办国家公务人员贪污贿赂案件。

1949年11月成立的中央纪委是我国最早
的反腐败机构。人民监察委员会与之同时成
立，负责行政监察，直至 1954 年，中央政府机
构调整设立监察部，人民监察委员会才取消。
中央纪委和监察部均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前
的撤销和“文化大革命”后的恢复。1993 年，
两者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履行党的
纪律检查和行政监督两项职能”的体制。

反贪污贿赂总局的发端是广东省检察院
反贪局，广东省于 1989 年成立反贪局，此后，
全国各地检察中院陆续成立反贪局。最高检
反贪总局成立后，反腐形成纪委的党纪监督、

监察部门的政纪处罚和司法机关的法律惩罚
三个“拳头”。

2007 年，国家预防腐败局列入国务院直
属机构序列，成为一个新的反腐机构，以制度
性预防腐败和国际腐败合作为主。

在最近的中央纪委机构调整中，仅在国际
合作局设有国家预防腐败局办公室。据庄德
水介绍，目前国家预防腐败局已与外事局合
并，成为国际合作局，其主要职能已经从原来
的预防腐败转向参与国际追逃追赃。

各反腐机构如何分工配合？
党内纪检主导，检察审计配合
纪委的党纪监督、监察部门的政纪处罚和

司法机关的法律惩罚，作为遏制贪腐的三个拳
头，三者如何协调配合？

庄德水介绍，目前是党内纪检主导、其他
部门配合的反腐态势。此前，纪委查案是将案
情查清楚后再移交给检察院。但十八大后，中
央纪委在做“减法”，一旦查清官员有违反刑法
的，即移送检察院。在庄德水看来，最高检此
番调整反贪总局的力量部署，也是出于更好与
纪委系统部门配合的考虑。

中央纪委常委、最高检副检察长邱学强披
露，反贪总局改革因机构设置不合理、力量分
散，已不能完全适应反腐败新形势的需要。

目前，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最高检渎
职侵权检察厅、职务犯罪预防厅都承担反腐职
能。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人民大学法
学院教授何家弘，曾就此对媒体表示，“分头”
反腐不仅让最高检办案力量分散，具体案件中
还出现职能交叉重叠。庄德水认为，新的最高
检反贪总局或将上述三个部门的力量整合。

他说：“从整个反腐链条来看，首先监察审计是
最前端的，其次是党内纪检，再次是检察监督，
最后则是移送法院。”他还表示，如果将中央巡
视组纳入其中，中央巡视组可视为反腐链条最
最前端。

庄德水介绍，我国还从上到下设立了反腐
败协调小组，由执法、执纪部门主要领导参加，
加强对查处大案要案的统一领导和协调。

反腐机构分散有何影响？
反腐力量大，但可能受各种因素制约
庄德水认为，反腐败的机构渗透到各个部

门和各个领域，反腐力量较大，但同时也会因
力量分散，反腐机构可能受到各种因素制约，
独立性可能难以保证。

他说，有人呼吁成立类似香港廉政公署的
独立反腐机构，例如最高检反贪总局改革，此
前就有人希望能够将党内纪检、行政监察、检
察甚至包括审计整合在一起，成立一个独立的
机构来负责贪腐。

不过庄德水表示，中国不太可能建成一个
像我国香港一样的廉政公署。“香港地方较小，
采取统一的廉政公署，是适合香港实际的。在
内地设类似廉政公署的机构不太现实。在国
家层面设置这样的机构，如何维持整个机构的
运行是一个问题。”

庄德水指出，目前反腐最需要的是让上
下级的反腐机构协调起来发挥作用。他认
为下一步，检察系统是否可以借助司法改革
从人财物独立实现检察系统的独立，从而建
立检察系统内的反贪局垂直管理，更好地促
进反腐。

（据《北京青年报》）

最高检成立新反贪总局引发公众对反腐机构关注

中国有多少反腐机构？

数十条违章信息莫名消失
这起罕见的“黑”进车管系统消除违章记

录大案，是在一个极为偶然的情况下意外揭开
盖子的。

今年1月21日，连云港市灌云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民警在处理违章记录时吃惊地发现，一
辆被扣轿车的数十条交通违章记录连同 1 万
多元的罚款信息，不知何时从市级公安交管综
合平台违章系统内消失了。民警调查发现，交
警部门并没有这个车主的缴纳罚款记录，进而
到省级违章平台查询，却发现该车的违章记录
赫然在列。

肯定是被什么人做了手脚。灌云县公安
机关立即展开调查。深入侦查让警方大吃一
惊。原来，就在过去近 3 年间，当地“黄牛”胡
士安、宋丽丽等人，伙同软件研发人员李智侵
入公安交管综合平台，直接删除连云港等地的

车辆违章记录 1.4万多条，造成国家损失 1000
多万元。

李智是当地车管部门的一个熟人，负责当
地车管系统的软件维护。身为一家 4S 店主
管，宋丽丽经常利用职务之便，承揽帮车主买
保险、年检、过户等业务，挣点“跑腿费”。

入侵车管系统删违章记录
2011年4月，为方便购车族直接在4S店上

牌，连云港车管部门在 4S 店安装车辆信息录
入系统，李智负责提供安装服务。

宋丽丽得知连云港车管部门的检测系统、
处理违章系统等均为李智研发、安装和维护
时，就找到机会小心翼翼地询问：“你能不能通
过计算机后台，删除车辆违章记录？”意思是让
李智采取黑客手段，侵入体系封闭的公安内
网，删除交通违章记录。

据了解，各地各级交警在使用公安交管综

合平台时，只拥有对应的权限，且由专人负责，
客户端软件设有繁复的用户名、密码等安全措
施，即使进行系统升级、维护工作，也需要公安
内部授权和配合。

一个偶然机会，李智到当地车管所进行系
统维护时，避开民警的监管，登录处理违章系
统后，将事先编好的删除程序输入，非法删掉
了一条宋丽丽请托的车辆违章记录。事后李
智发现，经他非法删除后的违章处理系统，车
辆违章信息在当地平台上被彻底抹掉了。

李智开始“大开杀戒”。截至案发，公安机
关查明，李智共计非法删除 1.4 万多条交通违
章记录，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

李智找到了一条共同“致富”之路，近3年
时间，非法敛财600余万元。灌云县检察院认
为，李智的行为涉嫌触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罪。目前，李智已被移送灌云县检察院审查起
诉。 （据《扬子晚报》）

近日，珠海航展现场不仅
有“运-20”这一绝对重量级

“涉密飞机”亮相并进行精彩飞
行，还有我军新型中型运输机

“运-9”进行地面展示，在展馆
内，更是首次曝光了标有“运
30”（Y30）和“新中运”字样的
中型运输机的模型。

其实，我国大型军用运输
机研制成功后，下一步需要考
虑的就是中型运输机的更新换
代问题，毕竟它是我国空军运
输机部队的装备主体和出口主
力机型，研制先进的中型运输
机同样意义重大。

在展出的“新中运”模型
中，我们会看到如国外A400M
军用运输机那般宽大的货舱，
这有利于快速反应部队的装
甲车辆、自行火炮、导弹发射
车、野战雷达等电子设备的转
运。 （据《福建晚报》）

大批“涉密飞机”
亮相珠海航展

据新华社电“张掖政法
委”新浪官方微博11月9日晚发
布消息称，该委一名干部“作风
极不检点，与多名异性发生性
关系”，此微博引发网友热议。
对此，张掖市委政法委负责人
10日回应称，可能是账号被盗。

该微博内容显示：“张掖市
委政法委宣传部副科长王兴河
同志，在婚姻期间，作风极不检
点，与多名异性发生性关系，多
次带异性回家过夜，并与他人
非法同居。”

甘肃省张掖市委政法委有
关负责人向记者证实，微博里
的王某确系张掖市委政法委工
作人员，但就这条微博如何发
布、举报内容是否真实等问题
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称，可能
是账号被盗。

张掖政法委官微
自曝官员不检点

家住杭州的网民小胡这
几天很忙，他每天夜以继日地
在网上点击购买大量的商品，
给不同商家好评。不过，他所
参与的每次网络消费都是虚
构的——小胡是一名职业“炒
信”买家，他的工作就是通过
虚假的网络交易，让电商在最
短的时间内提高信用等级。
据统计，高峰时期，一位职业

“炒信”买家每天至少可获
1000元的佣金。

记者采访了解到，仅 2013
年淘宝网络安全部门查获虚
假交易买家账号就达 800 万
家，交易额超过100亿元。

“没有什么法律法规说开
办‘炒信’网站是违法的，淘宝
的信用体系只是一个企业内
部的规定，只能对其商户进行
处罚，但是想关我们很难。”一
名曾在“炒信”网站工作过的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副主
任王全明认为，目前出现的各
类“炒信”平台以营利为目的，
明知是虚假信息，仍通过信息
网络有偿发布，已经涉嫌非法
经营罪。“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
看，对‘炒信’类案件以非法经
营罪定罪量刑全国尚无判例，
希望司法机关能及时出具指导
性法律意见。”（据新华社）

职业“炒信”买家
日入千元佣金

“黑”进车管系统 消了11万多万多条违章
IT达人获利600多万元，给国家造成损失上千万

中央纪委常委、最高检副检察
长邱学强近日透露，中央批准最高检成立新的

反贪总局。来自最高检的反贪总局改革消息引发关
注。实际上，最高检反贪总局也是名副其实的“反腐老将”，

自1995年成立至今19年，工作重点即是职务犯罪、负责重大
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的侦查等，只是鲜少进入公众视野。

中国有多少反腐机构？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在
党内、行政系统内、检察系统内，从中央至地方均设置

有反腐机构，但具体有多少反腐机构则很难有
一个准确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