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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隆重简朴务实纪念毛泽东诞辰
据《湖南日报》11月6日报道 6日上

午，湖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的一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

盛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杜
家毫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徐守盛说，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召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湖南
视察指导，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毛主

席家乡人民的深情厚意。
徐守盛就认真抓好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的贯彻落实提出六点要求，
其中包括：要扎实做好纪念毛泽东同志
诞辰120周年各项工作，进一步增强全省

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隆重、简朴、
务实办纪念活动的指示精神，按照中央
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扎实做好各项筹备
工作，确保纪念活动圆满成功。

据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7日发

布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
及与其合署办公的内设机构
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名单，
共51人。

据了解，向党政机关和国
有企业派驻纪检监察部门和人
员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特殊
的制度安排。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
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纪委可
以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
派驻党的纪律检查组或检查
员，在中央纪委直接领导和驻
在部门党组指导下进行工作。
1993年5月，中央纪委、监察
部下发《关于中央直属机关和
中央国家机关纪检监察机构
设置的意见》，明确了派驻纪
检监察机构实行中央纪委、监

察部和所在部门党组、行政领
导的双重领导，纪检监察业务
以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为主
的领导体制。

2004年4月，中央纪委、中
央组织部、中央编办、监察部出
台《关于对中央纪委、监察部派
驻机构实施统一管理的实施意
见》，规定中央纪委、监察部全
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
理，改革领导体制，将派驻机构
由中央纪委、监察部与驻在部
门双重领导改为由中央纪委、
监察部直接领导。按照中央的
统一部署，各地方陆续贯彻落
实了派驻制度，并在2004年之
后全面实施了统一管理。

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
构及与其合署办公的内设机
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名
单 及 其 他 相 关 内 容 ，登 录
www.ccdi.gov.cn可查询。

据新华社哈尔滨11月7日电
11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黑龙江
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座谈会，就如
何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听取意见。

李克强指出，今年以来，在
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情况下，我
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从宏观上
看，主要是采取了既稳当前更惠
长远的措施。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可以有效调动民间投资力量
和企业活力。创新宏观调控方
式，顶住压力，稳定政策，明确经
济运行合理区间，可以有效引导

市场预期。采取推进基础设施投
融资体制改革、加快棚户区改
造、发展服务业等一举多得的政
策措施，可以有效扩大需求、促
进结构优化。稳定物价水平，积
极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
度，可以不断改善民生。

李克强指出，解决中国一
切问题的基础是发展，发展是
第一要务，但必须是科学发展，
是可以持续的发展。要继续把
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调整经
济结构。我国这样一个大的经

济体，经济增长一旦出现大的
波动，不仅发展难以持续，而且
再想回到合理区间，还要付出
大的代价。

李克强强调，要以改革稳
增长、促发展，以改革调结构、
促升级，在扩大开放中扩大内
需。要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上下联动，把简政放权的措施
落到实处，为市场主体提供更
好服务，使经济更加充满活力。
以改革创新推进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协调发展，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推进投融资体制和金融领域改
革，促进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加
快发展服务业，调整优化城乡、
区域结构，提高开放型经济水
平，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和增长
点。要着力解决民生领域突出
问题，特别是要健全基本民生
保障安全网，避免制度碎片化，
完善养老保险、基本医疗、社会
救助等制度，构建相互衔接、运
行有效、保障特困群众的兜底
制度，防止冲击社会心理底线
的事件频繁发生，使改革发展
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李克强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座谈会，强调要保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

防防止止冲冲击击社社会会心心理理底底线线事事件件频频发发

中中纪纪委委公公布布派派驻驻机机构构纪纪检检组组长长名名单单
共51人，由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

序号 单位 姓名

1 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纪检组 刘晓滨

2 驻教育部纪检组 王立英

3 驻科学技术部纪检组 郭向远

4 驻工业和信息化部纪检组 郭炎炎

5 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纪检组 李小满

6 驻民政部纪检组 曲淑辉

7 驻司法部纪检组 韩亨林

8 驻财政部纪检组 刘建华

9 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纪检组 袁彦鹏

10 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 王寿祥

11 驻环境保护部纪检组 周 英

12 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纪检组 杜 鹃

13 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组 李建波

14 驻水利部纪检组 董 力

15 驻农业部纪检组 朱保成

16 驻商务部纪检组 王和民

17 驻文化部纪检组 王 铁

18 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纪检组 李 熙

19 驻审计署纪检组 陈 蔷

20 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纪检组 王 杰

21 驻海关总署纪检组 胡玉敏

22 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组 冯惠敏

23 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纪检组 何 昕

24 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纪检组 王 炜

25 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检组 李秋芳

26 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组 王庆云

27 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纪检组 赵惠令

28 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纪检组 李五四

29 驻国家林业局纪检组 陈述贤

30 驻国家旅游局纪检组 刘金平

31 驻国家粮食局纪检组 赵中权

32 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纪检组 王双林

33 驻国家烟草专卖局纪检组 高 林

34 驻国家铁路局纪检组 钟 华

35 驻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 张建南

36 驻最高人民检察院纪检组 莫文秀

37 驻人民日报社纪检组 蒲增繁

38 驻新华通讯社纪检组 刘 越

39 驻中国科学院纪检组 李志刚

40 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 张英伟

41 驻国家知识产权局纪检组 肖兴威

42 驻中国地震局纪检组 张友民

43 驻中国气象局纪检组 刘 实

44 驻国家电网公司纪检组 潘晓军

45 外交部纪委 谢杭生

46 公安部纪委 刘金国

47 中国人民银行纪委 王华庆

48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纪委 强卫东

49 中国民用航空局党组纪检组 梁潮平

50 国家统计局党组纪检组 罗 兰

51 国家海洋局纪委 吕 滨

据人民网北京11月7日电 今年1至9月，全国纪检监
察机关初步核实处置反映问题线索12 . 9万件，同比增长
13 . 5%；立案11 . 8万件，同比增长10 . 1%；结案10 . 2万件，同
比增长12 . 6%；处分10 . 8万人，同比增长7 . 6%。据1月通报，
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55144件，处分160718人。

今年1月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2012年查办案件的工作情况时指出，通过查办案件，为国
家挽回经济损失78 . 3亿元。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对机关
的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为了减少职能交叉，增强监督和
办案力量，中央纪委将党风廉政建设室和纠正不正之风
室合并为党风政风监督室，执法监察室和绩效管理监察
室合并为执法和效能监督室；将纪检监察室从原来的8个
增加到10个，增设第九和第十纪检监察室；并且对过去参
与的领导小组、协调小组、联席会议等议事协调机构由原
来的125个精简至39个。中央纪委立案调查了李春城、刘
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蒋洁敏、李达球、季建业、
廖少华、齐平景等大案要案。

相关新闻

前9月纪检处分10 . 8万人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
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
住宅能否经商办企业？一元钱能
否开公司？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局长张茅进行了详解。

工商总局：

一块钱办公司

只是形象比喻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放
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
条件，由地方政府具体规定。那
么，这一条件将放到多宽呢？

张茅指出，住所是企业经营
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一方面很
多企业希望根据生产经营情况自
主选择住所；但另一方面，出于社
会管理的需要，并非任何场所都
可注册为企业的住所。比如，在居
民住宅开展经营活动就可能扰乱
邻里生活，造成民事纠纷；在违章
建筑或危险建筑开展经营活动，
也存在合法性、安全性等问题。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放宽
注册资本登记条件，推进注册资本
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对
此，有些人理解为“一块钱可以办
公司”。

张茅则指出，所谓“一块钱可
以办公司”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注册资本只是设立公司需要具备
的基本条件之一，办公司要租用场
地、雇用人员，维持公司的基本运
营也需要一定的资本。因此，完全
不花钱办公司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
记制后，公司股东对出资额、出资
方式、出资期限等自行约定，并记
载于公司章程，股东未按规定出资
应承担民事责任。 据新华社

并非任何场所

都可开办企业

完全不花钱

没法办公司

派驻机构纪检组组长名单

中央纪委6日下发通知，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即日起对
没收追缴的股票进行处理时，不得将被调查人员持有的
股票过户到纪检监察机关及其所属单位的名下，严禁以
纪检监察机关及其所属单位的名义持股。据《北京晨报》

查案追缴股票严禁纪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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