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反腐败工作任重而道远

记者! 有人说! 官员腐败是

"政治之癌#! 可见腐败对国家和

政党的毒害程度有多深$ 广大群

众对腐败现象也是深恶痛绝$ 那

么!李检察长!想请您给谈谈当前

反腐败斗争所面临的形势$

李晋华!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

深刻转换"结构深刻调整和社会深

刻变革的特殊历史阶段
!

各种机制"

体制和制度还不健全# 当前我们面

临的反腐败形势$可以用四句话概

括!一是随着党和政府加大对腐败

犯罪的打击力度$反腐败斗争已经

取得了初步成效$腐败现象滋生蔓

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二是反腐败斗

争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在有些地区

和部门仍呈高发&多发&边查边发的

态势$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三是现

阶段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

条件尚未根本消除$反腐败斗争将

是长期&艰巨和复杂的%四是人民群

众对目前的反腐败斗争形势还不

满意$我们的工作离人民群众的要

求还有差距$反腐败工作任重而道

远#

当前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又

呈现十个新的变化和特点! 一是

涉案人员级别越来越高$ 二是作

案手段越来越隐蔽$ 三是涉案金

额越来越大$四是窝案串案增多$

五是犯罪行业性突出$ 六是权色

交易明显$七是官商勾结显著$八

是家属子女参与$ 九是渎职犯罪

严重$十是犯罪形式翻新#

因此我们要充分认清当前反

腐败的严峻形势$充分认识到反腐

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清工作思

路$明确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大查办

职务犯罪工作力度$以查案的积极

成果$取信于民$促进全省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的根本好转#

记者! 反腐倡廉建设关系着

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 是党

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

那么! 近年来我省检察机关在反

腐查案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取

得了哪些成效呢%

李晋华!近年来$全省检察机

关按照中央& 省委关于反腐败斗

争的总体部署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的工作安排$ 紧紧围绕全省工作

大局$ 坚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积极主动查办贪污贿赂案件$

取得了明显成效#

近
"

年来$我省检察机关重拳

出击$始终保持了对腐败犯罪的高

压态势$每年查案总数保持在全国

前二位$ 每年查办的大案有
#$$$

多件&厅处级要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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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 仅

今年以来$全省就立案侦查贪污贿

赂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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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通过办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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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多元#比较

有影响的案件有! 省水利厅厅长

张海钦受贿案& 省农村信用联社

主任张铁良受贿案& 省财政厅副

厅长姬林芳受贿案& 安阳县委书

记王社民受贿案& 嵩县县委书记

刘培中贪污受贿案& 河南省中原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

留栓受贿案& 郑煤集团副总经理

王炎祥挪用公款案& 濮阳市政协

副主席高尚社受贿案&洛阳市工会

主席张献会受贿案&郑州第八医院

院长李天禧受贿案等#这些案件的

查处$有力震慑了犯罪$产生了强

烈的社会反响#

记者 !刚才听您谈到反腐败

斗争是一项长期性& 复杂性 &艰

巨性的任务$ 也就是说!尽管我

们检察机关已经取得了这么多

成绩!但对腐败犯罪的打击依然

不能放松$ 那么!当前反腐查案

工作的重点又是什么呢%

李晋华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就是检察机关办案的重点# 根

据当前实际$查办职务犯罪的重

点是七个方面!一是县处级以上

领导干部$特别是重要部门的处

关键词'新变化

记者 ! 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

这样一种声音 ' 解决民生是最大

政治!改善民生是最大政绩$ 而且

我们也注意到 ! 党和国家的各项

工作重心也都在指向关注民生问

题!解决民生诉求$ 那么!我省检

察机关在服务和保障民生方面是

怎样身体力行的呢%

李晋华 !民生问题 $与人民群

众生活密切相关 $ 是当前我们各

项工作的重点 # 全省检察机关紧

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 $着

力为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

有力保障$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

一定成效# 一是出台了)河南省人

民检察院关于认真履行法律监督

职能服务农村改革发展的意见 *+

对检察机关在新形势下如何服务

新农村建设以及服务和保障的重

点等作了明确规定 + 二是始终坚

持把查办涉及民生特别是涉农职

务犯罪案件 $ 作为检察机关查案

的重点+ 三是查办了一大批影响

恶劣"危害严重的涉农犯罪案件+

今年以来 $ 全省共查办涉农

犯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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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元 $挽回直接经济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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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元 $为群众退还案款

&$$$

多万元$ 取得了很好的社会

效果+ 近年来查办的有影响的涉

农案件有! 平顶山市政府原副市

长冯刘成在土地出让中贪污 "受

贿"挪用公款案$上蔡县原县委书

记杨松泉在工程建设中受贿案 $

确山县原县长李剑华在扶贫开发

中受贿案$ 平顶山市社会保险事

业局原局长陈振方在管理社保资

金中贪污 "受贿 "挪用公款案 '被

判处死缓($南邓高速有限公司原

总工程师杜英在高速公路建设中

受贿案等+

记者!李检察长 !刚才我们探

讨了河南检察机关在反腐查案和

服务& 保障民生方面的工作开展

情况$那么!河南检察机关下一步

将采取什么措施来保证办案的效

率和质量! 不断加大反腐查案力

度%

李晋华 ! 加大反腐查案的力

度$ 必须强化办案工作的各项措

施+今年以来$检察机关为了加大

查案力度$ 采取了一系列工作新

机制$推出了八项工作新举措!一

是省市两级检察院带头独立查办

有影响大要案% 二是实行反贪局

领导分片包干责任制% 三是推行

分市院反贪局长述职制% 四是修

订完善考评办法增强激励动力 %

五是建立和规范与纪检机关相互

协作配合制度% 六是开展集中查

办大要案活动% 七是实行办案工

作通报提示预警制% 八是推行反

贪局长末位问责制+ 下一步在继

续落实好以上行之有效措施的同

时$ 还要实行六个办法来提高办

案效率和质量$ 保持查案工作的

力度!一是进一步加强举报工作$

拓宽发现线索的渠道% 二是充分

发挥侦查一体化作用$ 实行上下

联动$ 增强检察机关整体作战能

力"快速反应能力和抗干扰能力%

三是加强对案件的管理 $ 严格执

行大要案分级管理和备案审查制

度$防止和纠正有案不办"瞒案不

报 "压案不查 %四是采取系统抓 "

抓系统的方法$ 对群众反映强烈

的某些地区"行业"领域的职务犯

罪进行集中打击$ 形成一定的规

模和声势% 五是努力提高反贪侦

查水平$培训反贪干警$提高业务

素质% 六是加快反贪工作装备现

代化建设$ 运用先进科技手段侦

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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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李晋华昨日与网友交流时坦陈,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是最大压力

为啥腐败犯罪越反越多!

问题一!一位署名"苍天有眼(的网友

问!不断听到某某官员因贪污受贿被绳之

以法! 给人印象好像是腐败犯罪越反越

多$ 请问李检察长!怎样解释这个现象%

李晋华!对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待$

一方面应该说$这些年随着反腐败斗争的

不断深入$每年查办的腐败案件确实在呈

上升趋势$这说明当前腐败犯罪形势依然

十分严峻$ 边查边发的现象仍然大量存

在%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党和政府查处

腐败犯罪的决心和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查

处的腐败案件自然会越来越多+ 从长远

看$ 随着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逐步建

立$ 打击腐败犯罪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贪

污贿赂等腐败犯罪会越打越少的+

想举报有啥途径找啥部门!

问题二!有一位网友问!现在贪官太

多了!我们想反映情况!应该找哪个部门%

打哪个电话进行举报%

李晋华!为了方便大家举报$各级检

察机关都设立了举报中心$专门负责受理

举报线索$大家可以通过信函"网上举报"

传真"电话"来人面谈及预约来访等方式

反映问题 + 省检察院举报中心电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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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值班+ 对举报线

索我们会积极处理$认真落实$对举报人

实行严格保密%对查证落实"最后查成的

案件$ 对署名举报人将给予一定奖励$欢

迎大家踊跃举报+

检察机关自身咋进行监督!

问题三!这里还有一位网友)警声刺

耳(说!检察系统目前也存在着权钱交易&

渎职犯罪等问题!因为是监督单位!别的

单位和人员很难实际去监督检察机关$ 请

问! 检察机关是如何对自身进行监督的%

对干警违法违纪是如何处理的%

李晋华!近年来$检察机关在不断加大

法律监督力度的同时$ 也十分重视加强对

自身的监督$ 检察机关设立的纪检监察机

构就是专门负责对内部的执法活动进行监

督及检察干警违法违纪问题的查处+ 近年

来$检察机关设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也是

专门对自身的执法活动和办案工作进行有

效监督的重要形式+ 对于检察干警违法犯

罪问题$ 欢迎大家积极举报$ 一经查证属

实$我们决不手软$一定依法严惩+

查处腐败犯罪是否压力大!

问题四!一位网友问!他说他很想知

道目前查处腐败犯罪是不是压力很大% 你

们的工作是不是很难%

李晋华! 查处职务犯罪确实很难$特

别是对一些级别高"影响大的案件$压力

确实比较大+ 当然$要说最大的压力还是

来自社会各界广大群众对腐败现象的深

恶痛绝" 对参与查处腐败犯罪的极大热

情"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要把这种压

力变为动力$ 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以

查案实际成果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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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是查案重点
关键词'查重点

#

级以上领导干部犯罪案件 % 二是

利用组织人事权索贿受贿 $ 以及

利用司法权索贿受贿" 司法不公

的案件% 三是城镇建设领域中的

商业贿赂犯罪案件% 四是新农村

建设中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五

是发生在社会保障"征地拆迁"移

民补偿"医疗卫生"就学就业等领

域$涉及民生"严重侵害群众切身

利益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 六是

在重大安全事故后隐藏的职务犯

罪案件%七是官商勾结"钱权交易

案件$ 特别是涉及在工程建设中

搞虚假招标投标$非法批地"低价

出让土地$违法审批矿权"违法入

股矿产开发$ 在国企改制中发生

的隐匿"侵吞"转移国有资产的贪

污贿赂犯罪案件等+

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保障民生

关键词'保民生
$

八项新举措加大查案力度

关键词'责任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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