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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政府府不不得得干干预预刑刑诉诉案案财财物物处处置置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强调，深改关键年将推标志性改革

历次小组会议

都在“啃硬骨头”

●12月30日（第八次）
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全面深

化改革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5年工作要
点》、《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决定重要举措2015年工作要点》；
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
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

●12月2日（第七次）
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
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强调严守
18亿亩耕地红线是推进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的底线，决不能逾越；不得以
退出宅基地使用权作为进城落户的
条件。

●10月27日（第六次）
审议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意见；

审议关于上海自贸区工作进展及推
广意见；审议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
库建设意见；审议国家重大科研设
施和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

●9月29日（第五次）
审议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有序流转的意见；审议积极发展农
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
改革试点方案等。

●8月18日（第四次）
通过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

施规划和上半年深化改革工作进展
报告；审议央企薪酬制度改革方案。

●6月6日（第三次）
要求把握好重大改革次序，有

限推进基础性改革；审议财税体制
改革、户籍改革方案；审议通过司法
体制改革试点意见和上海试点工作
方案，通过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方案。

●2月28日（第二次）
明确今年改革任务和重点；研

究三中全会提出的立法要求和任
务，经济、生态、文化、司法、社会体
制改革不同进度的汇报或明确方
案、分工。

●1月22日（第一次）
通过深改小组工作规则、下设

专项小组工作规则及名单；通过中
央各部门针对改革重要举措分工方
案；对地方、部委进行改革总动员。

（综合）

省级行政权力

我省保留4227项

本报济南12月30日讯（记者
高扩） 12月30日，省政府宣布，山
东省省级行政权力清单正式向社会
公布，市民可登录省政府网站、省编
办网站以及各部门网站查询各部门
权力清单。

经过多轮下放和梳理，省级共
保留行政权力事项4227项，其中行
政审批494项，行政处罚2460项，行
政强制125项，行政征收27项，行政
给付8项，行政裁决15项，行政确认
155项，行政奖励55项，行政监督349

项，其他权力535项，省直有关部门
共有权力事项4项。审核转报事项99

项(不含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下放
权力事项145项(不含行政审批)，其
中63项需要修改相关法律法规。

省级行政权力清单实行动态管
理，根据法律法规颁布、修订、废止
以及部门职责变化，及时调整完善。
省级行政权力清单的调整，由权力
行使部门提出，经省编办审核后报
省政府审定。

津、吉、晋、滇党委一把手已调整
孙春兰、努尔·白克力和

蒋定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
均为当地党委、政府、人大和
政协中一套班子的“一把
手”。记者梳理发现，除以上
三人外，2014年，地方党委、政
府、人大和政协四套班子“一
把手”曾有过多次调整，其原
因呈多样化。

最受关注的自然是省委
书记，8月31日，新华社消息称，
中央决定：巴音朝鲁任吉林省
委书记；王儒林不再担任吉林

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巴
音朝鲁刚任吉林省长一年半，
迅即成为吉林省委书记，是当
时唯一一名在同一省份四套
班子中均当过“一把手”的地
方大员。

不过，当时最受关注的
并非巴音朝鲁，而是“另有任
用”的王儒林。在公众猜测王
儒林去向时，第二天，中央决
定袁纯清不再任山西省委书
记、常委、委员职务，任中央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袁纯清主政山西期间，
山西官场成为反腐重点区
域，一年内七名省部级官员
落马，就在其去职之前一
周，先后有陈川平、聂春玉、
白云、任润厚等四名高官被
查。其后，王儒林入晋，被寄
予厚望。

一个多月后，云南省委书
记调整：秦光荣不再担任云南
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
有任用。其后，云南时任省长
李纪恒继任省委书记。

津津新新琼琼领领导导班班子子同同日日调调整整
孙春兰、努尔·白克力另有任用，刘赐贵任海南省委副书记

本报济南12月30日讯（记者
宋立山 实习生 王景霞）

30日，2014年还有两天就要收
尾，三个省份领导班子迎来重大
调整：孙春兰不再兼任天津市委
书记，另有任用；刘赐贵任海南
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蒋定之
另有任用；努尔·白克力不再担
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常委、委员。

据新华社消息，中央决定：孙
春兰不再兼任天津市委书记、常
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黄兴国
代理天津市委书记职务。

此次调任前，孙春兰是现任
省级党委书记中唯一的女性，也
是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两
名女性委员之一。

据海南媒体报道，中央决
定：刘赐贵任海南省委委员、常
委、副书记；海南省委决定：刘赐
贵任海南省人民政府党组书记。
蒋定之不再担任海南省委副书
记、常委、委员职务，任江苏省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简历显示，刘赐贵仕途起于
福建，在福建任职长达34年，从
大队党支部书记干起，2007年晋
升厦门市市长，2011年离闽，调
任国家海洋局局长。

据天山网援引《新疆日报》
消息，12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
宣布中央决定：雪克来提·扎克
尔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
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努尔·白
克力同志不再担任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常委、委员
职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
记张春贤提到，祝愿努尔·白克
力在新的领导岗位上不断创造
新的成绩。

简历显示，出生于1961年的努
尔·白克力，2003年任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党委副书记时仅42岁，2008年1
月，其头衔又多了“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主席”，时年47岁的他成为十
分年轻的正省级干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
电 3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
局之年，改革形成了上下联
动、主动作为、蹄疾步稳、狠抓
落实的好局面，呈现出全面播
种、次第开花的生动景象。明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
年，要巩固改革良好势头，再
接再厉、趁热打铁、乘势而上，
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

新成效。
会议指出，2014年领导小

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
基本完成，此外中央有关部门
还完成了108个改革任务，共
出台370条改革成果。明年是
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气
可鼓而不可泄。各地区各部门
要抓好改革任务统筹协调，更
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重点提出一些起
标志性、关联性作用的改革举
措，把需要攻坚克难的硬骨头
找出来，把需要闯的难关、需
要趟的险滩标出来，加强对跨
区域跨部门重大改革事项协

调，一鼓作气、势如破竹地把
改革难点攻克下来。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
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
处置工作的意见》。会议指出，
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
工作，是一件事关正确惩治犯
罪、保障人权的大事，是一项
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
力的重要举措。这些年来，司
法不公、贪赃枉法的一个突出
问题就发生在刑事诉讼涉案
财物处置的过程中。涉案财物
处置涉及不同诉讼领域、不同
执法司法环节，是一项跨部
门、跨地方的复杂工作，政策

性、操作性要求都很高，各地
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大局意
识，加强协作配合，尽快探索
建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
平台，完善涉案财物处置信息
公开机制。各级党政部门要
率先尊法守法，不得干预涉
案财物处置过程。要加强境
外追赃追逃工作，抓紧健全
境 外 追 赃 追 逃 工 作 体 制 机
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开展追赃追逃工作。有关
部门要对涉案财物的定义、
认 定 标 准 和 范 围 等 进 行 明
确，增强各地和各司法机关
执行政策的统一性。

明明日日起起全全省省可可异异地地办办身身份份证证
提交户口簿或居住证，符合条件即可申办

本报济南12月30日讯(记
者 杜洪雷 通讯员 刘贵
增） 30日，记者从省公安厅
获悉，在前期试运行的基础
上，2015年全省将全面实现居
民身份证异地办理。

为解决省内居民因证件
丢失、损坏等原因在异地不能
办证给群众工作、生活带来不
便的问题，今年初，省公安厅

在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开展跨市异地办理居
民身份证试行工作，解决了指
纹采集、审核审批、信息流转
等层面的难题，为全面推进异
地办理居民身份证工作奠定
了基础。

异地办理居民身份证适
用具有山东省常住人口户籍
身份，长期在省内异地居住

或务工因身份证件丢失、损
坏需要补办、换领新的居民
身份证的人员。办证时需提
交申请人的户口簿或居住所
在 地 公 安 机 关 颁 发 的 居 住
证。

受理地公安派出所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法》规定，为申请人采集照片
和指纹信息，不增加额外费

用。对申请人提供材料与人口
信息不一致的，不予受理。按
照“谁受理、谁发放”的原则，
领取身份证时，一般到受理
地派出所领取。对群众急需
用证自愿选择通过邮政特快
专递邮寄证件的，也可以直
接邮寄给本人，邮递部门按
规定收取投递费，公安机关
不另收费。

头条链接

延伸阅读

省长空缺补得及时，政协补缺等得久
不难看出，除山西新省

委书记王儒林为异地调任
外，天津、吉林、云南均为原
省长“接棒”。

那么，空出来的行政“一
把手”如何填缺呢？记者梳理
发现，除天津市长尚无变动
之外，吉林、云南两地省长均
为空降，且各有所长。

继任云南省长的陈豪，
此前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
书记、副主席，他曾在上海长

期任职，做过十几年组织工
作。继任吉林省长的蒋超良，
此前长达30余年的仕途生涯
从未离开金融系统。

辽宁省长今年亦曾变
动，但情况不同。今年4月，作
为一名棚户区改造“干将”，辽
宁省原省长陈政高调任住建
部，省长之职则是异地补缺，
上海市委原副书记李希入辽，
成为省级行政“一把手”。

相对而言，人大和政协

“一把手”交班和过渡时间更
长一些。天津市原政协主席
何立峰调任国家发改委副主
任，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
国和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
禧被查，至今仍无继任者，其
中李崇禧已经落马一年之
久。同样，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原主任秦光荣卸任后，该职
务亦尚未补缺。

本报记者 宋立山 实
习生 王景霞

孙春兰 刘赐贵 努尔·白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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