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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视察济南军区，观看新兵训练情况：

坚坚持持仗仗怎怎么么打打兵兵就就怎怎么么练练
省十二届人大
三次会议
明年1月17日召开

本报济南11月29日讯 (记者
高扩) 11月29日上午，省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在济南闭会，
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法规、
决定决议、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等，
确定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于2014
年1月17日在济南召开。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山东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
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的决定》。省十二届人大三次
会议于2014年1月17日在济南召开，
会期约6天。会议的主要议程为：一、
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二、审
查、批准山东省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与2014
年计划；三、审查山东省2013年预算
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14年预算草案；
批准山东省2013年省级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和2014年省级预算；四、听取和
审议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五、
听取和审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六、听取和审议山东省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七、其他事项。

国资委

央企瞒报事故
一把手撤职查办

据央广网北京11月29日消息
国资委29日部署央企安全生产工
作，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强
调，各项安全生产法规是不能踩、不
准碰的“红线”，中央企业如果瞒报
事故，一把手必须撤职查办。

黄淑和在29号举行的中央企业
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会议上
说，今年以来，中央企业连续发生多
起社会影响较大的重大安全事故，
一些领域和部分企业生产事故多
发、频发的势头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中央企业必须对新形势下抓好安全
生产面临的挑战保持清醒认识。

黄淑和指出，国家法律规定中
有关安全生产的禁止规定和国资委
制定的《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禁令》是
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基本要求，是
不能踩、不准碰的“红线”，中央企业
必须遵守、不许逾越，绝不能打折
扣、搞变通。中央企业要坚决杜绝违
规分包、违法转包、盲目压缩工期、
擅自更改工艺流程等行为；严格遵
守事故报告规定，决不允许出现迟
报、谎报、瞒报、漏报现象。

黄淑和说：“中央企业只要是有
一个安全事故是瞒报的，总部考核
降级，这一点不含糊，一把手撸掉，
开除出中央企业队伍，不能再让他
进入中央企业队伍。”

据新华社济南11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8日在视
察济南军区部队时强调，要把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重要政治任务来抓，深入贯
彻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切实从思想上、政治上牢牢掌
握部队，切实增强履行使命任
务的能力，切实在深化改革上
取得新突破，切实把作风建设
不断引向深入，努力建设全面
过硬的战略预备力量。

28日上午，冒着严寒，习近

平来到济南军区兵种训练基
地，实地察看军区直属队新兵
团训练情况。室外训练场上，千
余名新战士龙腾虎跃，军体拳
训练热火朝天。体能训练馆里，
新兵团5连、10连新战士正在进
行各项基础课目训练。他们中
有的练习跨层障碍，有的攀爬
悬绳，有的翻越阻隔墙，动作敏
捷、干净利落。习近平不时驻足
凝神观看，关切询问新战士学
习训练和生活情况。观看徒手
攀岩训练时，看到战士们身手
矫健、迅即攀到岩顶，习近平热
情鼓掌，并同战士们亲切握手，

肯定他们训练刻苦、精神饱满。
习近平对从“兵之初”就进行实
战化训练十分赞赏，叮嘱基地
领导一定要把训练基地办好办
出特色。

9时许，习近平等来到射击
预习场，登上观摩台，观看新战
士刺杀基本动作、自动步枪精
度实弹射击和单兵战术基础动
作对抗训练。看到他们良好的
军事技能，习近平频频点头。习
近平还察看了实弹射击的胸环
靶，表扬新战士取得了好成绩。

在济南军区机关，习近平
接见了驻济南部队师以上领导

干部，听取了济南军区工作汇
报，对近年来军区部队建设取
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强
调，要深入抓好强军目标学习
贯彻，引导广大官兵坚定强军
信念，献身强军实践。

习近平指出，军事训练是
提高实战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抓
手，要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
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
部队最缺什么就专攻精练什
么，突出使命课题训练，加大对
抗性训练力度，走开基地训练
的路子，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下
摔打锻炼部队。

中纪委有限推行官员财产公开

新新提提任任干干部部将将试试点点晒晒财财产产
据中新网11月29日电

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刊登三中
全会《决定》解读文章：《如何
进一步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
度体系？》文章指出，要着力
健全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
事项等制度。推行新提任领
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
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

度的试点，建立健全对国家
工 作 人 员 配 偶 子 女 移 居 国
(境)外的管理制度。

文章指出，要严格执行公
职人员行为限制和领导干部亲
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
职务等相关制度规定，防止领
导干部利用公共权力或自身影
响为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
取私利。

文章强调，推行新提任
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
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
制度的试点，抓紧制定领导
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
核实办法。

加强报告核查结果的运用
和违规惩戒力度；建立健全对
国家工作人员配偶子女移居国
(境)外的管理制度。

制定配偶子女移居国(境)
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
理办法，强化对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的监督。

另外，文章还强调，要加强
反腐败国家立法，健全防范腐
败分子外逃和追逃追赃机制，
逐步形成与坚决惩治腐败和有
效预防腐败要求相适应的法律
法规体系。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
贤表示，“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
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
关事项公开”是一个新的提法。

之前已有部分地区推行过

官员财产公开的试点，这种试
点是全面的，实行起来阻力会
比较大。

“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
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

关事项公开说白了就是‘新人
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样，阻
力会相对比较小，可以说是官
员财产公开的新探索。”张希贤
分析。 据法制晚报

这是新人新办法
老人老办法

深化司法行政体制改革具体实施意见已研究起草

监监狱狱将将公公开开罪罪犯犯生生活活劳劳动动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在29日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
据司法部已研究起草的深化司
法行政体制改革具体实施意
见，下一步将健全完善狱务公
开制度。

赵大程介绍，狱务公开主
要包括两个内容和两个方面。
两个内容的公开，一是指事关
罪犯服刑的有关内容，如罪犯
在监狱里的权利义务，其考核、
奖惩、假释、保外就医等需要什
么样的条件和程序，以及考核
的结果都要公开。二是监狱管
理工作公开，监狱如何管理，怎
样教育，怎样安排罪犯的生活、
劳动等内容都要公开。两方面
的公开，是指要把这些公开的
内容向罪犯和罪犯的家属、社
会公开。

针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推行
狱务公开，赵大程介绍，一是围
绕监狱执法的关键环节，进一
步完善公开的内容。“所有应该
公开的，都要向社会、向罪犯和
他的家属公开。”二是调整公开
的方式。从最初的张榜、上墙等
简单、落后的方式，向更多的现
代化、信息化手段转变，便于社
会了解和监督，保证监狱工作
继续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
策。

除推行狱务公开外，深化
司法行政体制改革具体实施意
见还包括：积极推进社区矫正
立法，健全完善社区矫正执行
体系；进一步完善律师制度；健
全法律援助制度；完善人民调
解工作等内容。

有人担心劳教废止后，社区矫正会成为
另一种形式的劳教。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解
释说，两个制度是不能混同的，更不可能出
现预测的这种情况。

社区矫正是把那些主观犯罪意图不深、
对社会没有太大危害的、刑罚处罚得比较轻
的人，放到社会当中，让其回归到家庭中，接
受一种不同于关在监狱中进行改造的特殊
改造形式。

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的一个组成部分，其
法律依据、适用范围、运用的程序、执行的方
式，都和劳教不同，因为劳教是将违法的但是
没有构成刑事处罚的人员进行集中管理。

赵大程说，下一步，将通过立法，通过加
强机构建设，加强教育管理措施，不断地去
提升矫正工作水平。 据新华社

社区矫正不会成劳教

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介绍，应该从四个
方面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第一，要更好地满足
困难群众的需要。第二，要更加使法律援助制
度定型化。第三，要更加强化法律援助的保障
能力。第四，要更加注重法律援助的质量。

今后，要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
围。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要推动各个地方，要建
立动态性的法律援助困难标准和补助标准的
范围，使困难补助标准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让更多困难群众能够享受到法律
援助给他们带来的法律的公平正义。

据新华社

扩大法律援助适用范围

专家解读

改革解读
司法行政体制改革

健全完善狱务公开制度

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不断提
高监狱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能力和
水平

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立法

健全完善社区矫正执行体系，
为开展社区矫正提供有力保障

进一步完善律师制度

进一步健全律师执业保障机制
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

健全法律援助制度

使法律援助在社会公平正义的
历史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不可替代的
作用

完善人民调解工作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整个调解
体系当中的基础性作用

进一步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

使社会普法工程
能够在推动中华民族
法律素养方面打下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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