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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83_E5_A4_A7_E8_c26_488646.htm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

大报告中回顾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工作时指出：“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那么，党的十六大以来，反腐

倡廉工作到底取得了哪些新进展和新成效？《检察日报廉政

周刊》从最近５年来反腐败工作中出现的新提法、热门词汇

、流行语中选取２０个廉政热词，与读者一起从侧面感受５

年来反腐倡廉的风雨历程和可喜成就。 1. 十六字方针 “标本

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反腐倡廉十六字方

针，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的。２００７年１月９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发表讲话时，将“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提升为反腐倡

廉战略方针。 我们党的反腐倡廉指导方针，既一脉相承，又

与时俱进，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改革开放以

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摈弃了群众

运动反腐败的传统方法，提出了依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建设”遏制腐败的思路。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

始终把反对腐败当做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不断探索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开展反腐倡廉的新路子。党的十五

大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党坚持“标本兼治、综

合治理”的方针，提出逐步加大治本工作力度。 十六届四中

全会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

防的方针，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央纪委七



次全会将上述十六字方针上升为战略方针。 2007年６月２５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

：“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坚决查

办违纪违法案件。” 十六字方针的提出，表明了我们党在新

形势下反腐败新思路的最终形成并将成为我们党反腐倡廉长

期有效的指导方针，在反腐败思路上将预防腐败放到了更加

重要和突出的地位上。 2 .惩防体系 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

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

、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崭新命题。十六届四

中全会再次强调抓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２００

４年５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启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

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起草工作。历经

半年多的调研、起草、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修改，经中央纪

委常委会、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

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审议通过，２００５年１月３日《实施纲

要》正式颁发。 《实施纲要》全文１．１万字，共分８个部

分２１项，抓住教育、制度、监督三个关键环节，提出有效

反对和防止腐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实施纲要》提出，

到２０１０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

一段时间的努力，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实施

纲要》充分显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不可动摇的

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坚强决心，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鲜经验，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共

产党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规律的最新认识成果，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指导



性文件。 3 .拓展领域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６日出版的《求是》

杂志，刊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当年８月

３日在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摘要《拓宽从源头上防

治腐败工作领域》，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拓宽防治腐败领域的

问题。文章指出，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

要求，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之

中。 ２００７年初的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观

点。这次会议提出，２００７年，全党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要求，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拓展从源

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 如果说建立健全惩防体系从经度上

对反腐倡廉工作进行长远规划的话，那么，拓展领域则从纬

度上对反腐倡廉工作进行全面布局，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纳入反腐败视野，从而使从源头防治腐败更有可操作性和针

对性。 4．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改革开放以来，反

腐败工作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三项工作格局，即抓领导干

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

。十六大后，反腐败工作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不断开拓创新

，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而且一些提法也在根据

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其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２００４年

１月召开的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将沿用多年的“纠正部门和

行业不正之风”变为“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这

一提法改变，不仅仅是名词的变化，实则反映了反腐倡廉工

作的价值取向的进步。诚如吴官正在这次中央纪委全会上所

言：“党风廉政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把维护和发展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

定‘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自觉做到权

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次会议对“加强

党风政风建设，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工作进

行了部署。 从此，“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成为中

央纪委全会总结上一年度工作、部署新一年工作的重要内容

，从而使反腐倡廉工作更加关注民生、更加贴近民生。 5．

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２００７年以来，一个热词频繁出现在各

大报章、杂志、广播、电视、网络上，它就是“领导干部作

风建设”。 １月９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项战

略任务，必须常抓不懈。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全面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

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

然要求，是做好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工作的必然要求。要在

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即勤奋好学

、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

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胡锦

涛总书记的这一讲话，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

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概念，阐明了在新形势下全面加强领导

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深刻内涵以及途径措

施，为新形势下的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 这次会后

，各级党委把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点工

作来抓，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对与领导干部作风密切相关

的关键环节的监督。陈良宇、邱晓华、宋平顺等作风败坏、



生活腐化的官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处分。 6．巡视 

“近年来查处的陈良宇、侯伍杰、徐国健、李宝金、杜世成

、何闽旭等案件的部分线索，就是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

视组在巡视中发现的。”２００７年８月２日，中央纪委副

书记、秘书长干以胜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说。 

“巡视”一词并不是现在才有，早在１９９６年１月，中央

纪委就作出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选派部

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的部署。 但“巡视”这个词火起

来，巡视工作受到社会关注则是近５年来的事情：２００２

年１１月，党的十六大作出了“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

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的重大决策。根据党中央的部署

要求，２００３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正式组建专门的

巡视工作机构。目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共设立了１１

个巡视组，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共组建了１２

１个巡视组。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已完成对全国３

１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轮巡视，并对１５个

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了第二轮巡视。 巡视好比“

千里眼”、“顺风耳”。通过巡视，发现了一些领导干部违

纪违法的案件线索，督促解决了一些领导干部配偶、子女违

反规定经商办企业、收受红包等问题，纠正了一些违纪违法

行为。 7．治理商业贿赂 吃回扣、收红包⋯⋯这些商业交往

中大肆横行的“潜规则”，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

败坏诚信文明的社会风气，必须坚决遏制。 “集中开展商业

贿赂专项治理行动”，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０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在研究部署２００６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时，果断作出了这一重大决策。 在随后２００６年初召开



的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认真开展治

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坚决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依法查处

商业贿赂案件。”当年２月２４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

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把开展治理商业贿

赂专项工作作为２００６年反腐倡廉的重点。重点治理工程

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

开发和经销等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 据统计，２００５年８

月至２００７年８月，全国共查结商业贿赂案件３１１１９

件，涉案总金额７０．７９亿元，其中涉及公务员案件６９

７１件。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开展，促进了市场经济秩

序的规范，推动了政风、行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 8

．清理“官煤勾结” 近几年，各地煤矿接二连三发生重特大

事故，而事故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煤勾结”。 为惩

治“官煤勾结”，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０日，中央纪委、监察

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安监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坚决

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

问题。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２日，中央纪委、安监总局、国家

煤矿安监局等部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清理纠正工

作有关情况：在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

人投资入股煤矿工作中，全国共申报登记５３５７人，申报

登记投资入股金额７．５５亿元，撤资退股金额７．０９亿

元，占应撤资退股金额的９３．９％。除少数申报登记人员

因涉嫌违法违纪问题被调查尚未结案、所投资入股煤矿的债

权债务纠纷的诉讼审理尚未终结等原因暂时不能撤资退股，

或因所投资入股煤矿倒闭、被关闭等原因无法撤资退股外，

其余人员已全部从煤矿撤资退股。各级清理纠正工作机构共



受理举报１０２２件，已核查完毕９２８件，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１４８人，给予组织处理１２２人，移送司法机关４５

人。 治理“官煤勾结”等官商勾结行为，可以防止官员行使

公共权力时出现利益冲突，对预防和减少矿难的发生有着积

极意义。 9．问责制 ２００３年非典期间，个别政府官员因

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从而掀起了一场“行政问责

”风暴。 ２００６年３月５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

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重庆、甘肃、安徽、广东深圳、四川

成都、江苏扬州等地已陆续出台行政问责暂行规定或办法。

据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１日《重庆晚报》报道，重庆市自２０

０４年开始推行行政问责制以来，共进行了４９次行政问责

，涉及到８９名官员。 不仅在行政领域，自党的十六大以来

，党内问责也形成了制度。２００４年４月，中央办公厅印

发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引咎辞职”和“

责令辞职”进行了规定。该《规定》第十四条明确：“党政

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

，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

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该《规定》第十九条指出：

“党委党组 及其组织人事 部门根据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

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可以通过一定程序责令

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问责，使昏官、庸官不敢该作为时

不作为、不该作为时乱作为。 10．信息公开 暗箱操作是腐败

滋生的重要原因，而公开透明是最好的杀毒剂，是惩治和预

防腐败的重要手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政务公开、厂务公开



和村务公开深入推进，特别是政务公开迈出重大步伐。 ２０

０７年１月１７日，国务院第１６５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于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起施行。它对

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主体、方式和程序、监督和保障等内

容作出了具体规定。这部重要的行政法规的出台，填补了我

国没有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法规的空白，为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提供了重要法规支持。 据统计，截至目前，中央国家机关４

３个部门和单位、３１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台推

行政务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对公开政府信息作出明确规定。

中央国家机关７５个部门和单位、３１个省区市、９６％的

地市政府、７７％的县级政府建立了政府网站。中央国家机

关７４个部门和单位、３１个省区市设立了新闻发布和新闻

发言人制度。１９个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和单位、１４个省区

市编制政务了公开目录。 公开是公平、公正的基础，政务公

开使政府和政府官员在阳光下行使权力，接受群众监督，无

疑可以有效防治腐败。 11．党内监督 党内监督是实现党内民

主的保障，是有效防止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堕落的关键。 ２０

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条例（试行）》，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规范党内监

督工作的基本法规。 该《条例》明确规定了党内监督的重点

对象和重点内容。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

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是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遵守党的

章程，遵守宪法、法律，廉洁自律和抓党风廉政建设的情况

等七项内容，是党内监督的重点内容。 它明确规定了“集体

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

”、“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巡视”、“谈话和



诫勉”、“舆论监督”、“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

求及处理”等党内监督的十项制度。 这一《条例》的颁布实

施，对于加强党内监督，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

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出台，

加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配套规定，标志着以党

章为核心、以监督条例为主干，以配套规定和其他监督规范

为重要补充的党内监督法规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12．党内民

主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不断推进，各地完善全委会投

票表决制度，实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

开——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中召开，它的

第一项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从此，中央率先垂范，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向政治局通报民主生活会情况。各级地方党委

领导班子也按照中央要求，向同级党委全委会述职和报告工

作、接受全委会监督，全委会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职能得到

进一步强化。 ２００４年，中央组织部颁发《党的地方委员

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

荐人选表决办法》，对重要干部任免实行全委会票决制的办

法作出详细规定并得到普遍执行。 目前，已有中央纪委、中

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外联部等７个党中央部门建立

了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一共设立了８位新闻发言人

向党内外公布重要的党务信息。 ２００４年９月，中共中央

正式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使党员的主

体地位有了制度保障，这也是近年来党内民主建设取得的一

大成果。 近年来，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规模进一步扩大，浙



江、四川、湖北、江苏、广东、山东、山西、广西、陕西等

全国很多地方都进行了相关试点工作。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党内民主的不断进步，展示了我们党的强大活力，也为开

展党内监督、防治腐败提供了保障。 13．廉政文化 从今年９

月２９日起，由检察日报社主办、浙江省湖州市检察院承办

的全国廉政短信征集大赛评出的优秀作品在正义网上公示。 

廉政短信、廉政书画、廉政诗歌、廉政故事⋯⋯开展廉政文

化建设，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为贯彻党中

央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总结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丰富

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

设相结合的产物。 ２００５年１月３日，中共中央印发的《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

纲要》第一次在党的文献提出了“廉政文化”这一概念。《

实施纲要》要求：“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廉政

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 ２００５年１月

１０日，吴官正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作工作报告时强调：

“要倡导廉政文化，促进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

良好风尚。”这是中央纪委全会工作报告首先提到“廉政文

化”这一概念。 从此，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发挥反腐倡廉

“大宣教”工作格局的优势，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有声势、有

特色、有规模、有影响的宣传教育活动。 妇联组织开展了“

家庭助廉”教育，教育部门试点廉洁教育进学校，团中央部

署开展青少年廉洁教育工作，报章、杂志、电视、网站刊播

反腐倡廉消息、专题和公益广告，从而形成廉政文化建设蓬

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14．防止“带病提拔” 为了保证《党政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顺利实施，防止出现“带病



提拔”、“带病上岗”、“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用

人不正之风，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有关部门制定一系列规

定——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９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监督检查办法（试行）》。 ２００４

年４月，中办又印发《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

》、《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中央纪委和中央

组织部印发《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

知》。 ２００６年７月，中办又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

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

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中央组织部印发实施《体现科

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

试行办法》。 ２００６年４月，中央组织部与中央纪委联合

下发了《关于在地方党委换届工作中进一步严肃组织人事纪

律的通知》，明确了防止和查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

贿选、突击提拔干部等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行为的具体措施和

办法。中央组织部还会同中央纪委，先后对３１起换届中违

反组织人事纪律的典型案件进行了通报。 这些措施的出台，

标志着我国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干部人事制度体系，依靠

制度选人用人、公开选拔、竞争择优等用人规则受到社会广

泛好评。 15．述职述廉 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是十六大以

来形成的一种反腐倡廉制度，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党员领导干

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以及诫勉谈话和函询等。 十六大报告

中提出：“实行多种形式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健全重

大事项报告制度、质询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 ２００３年

２月１７日，吴官正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对述职述廉工作

进行了部署：“实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建立诫勉



谈话制度，发现党员干部存在的苗头性问题，要早打招呼，

及时提醒，严格要求，使他们少犯或不犯错误。” 随后，述

职述廉制度化步伐加快。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９日，中央纪

委、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

定》、《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

法》两部重要党内法规。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４日，中央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五年来，全国乡（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在不同范围内述职述

廉５２２．５万人次，向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１４９．８

万人次，７２万多名领导干部在职务变动后及时申报配偶、

子女从业情况，并对违规问题进行自查自纠。仅２００６年

，全国各地纪委负责人同下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谈话３１．９

５万人次，任前廉政谈话３５．１３万人次，实施诫勉谈话

５．７９万人次，述职述廉已在预防腐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 16．惩治新型权钱交易 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变化，涉及权钱交易的违纪违法犯罪案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新特点，受贿手段不断翻新，形式变化多样，更具隐蔽性

、复杂性。 为有效惩治受贿违纪犯罪行为，推动反腐败斗争

的深入，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新形

式的受贿违纪犯罪适用纪律、法律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２

００７年５月３０日，中央纪委下发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

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

７月８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办

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规定》对国

家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提出了八项严格的禁止性规定。《

意见》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规定了十种行为的定性处理



问题。即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收受干股问题；以开办

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

、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以赌博形式

收受贿赂的认定问题；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问题；

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收受贿赂物品未办理权属变更

问题；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在职为请托人谋利，

离职后收受财物问题。 《规定》和《意见》的精神是一致的

，为惩治和预防新型权钱交易提供了及时、有力的执纪和司

法依据，而且做到了执纪与执法的衔接。 17．联合国反腐败

公约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７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１８

次会议决定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５８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

过的。它是联合国为世界各国加强反腐工作、提高反腐成效

、促进反腐领域的国际合作而通过的一项指导国际反腐败斗

争的法律文件。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０日，中国政府签署该

《公约》。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３日，中国政府向联合国秘书

长正式递交了批准书和政府声明。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２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生效，中国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

。 为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２０

０６年１０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发起、筹备的国际反贪局

联合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各国反贪机构为成

员的国际组织，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当选为第一届

联合会主席。 同时，我国检察机关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等国际公约、条约的精神，加强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国际

合作，强化对潜逃境外的贪官的追捕、引渡力度。云南省交

通厅原副厅长胡星、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



等外逃贪官被成功缉拿归案。 18．国家预防腐败局 ２００７

年９月１３日，国家预防腐败局正式挂牌成立，中央纪委副

书记、监察部部长马兼任国家预防腐败局首任局长。 ２月１

３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纪委副书记、秘

书长干以胜首次向外界透露：我国将组建成立国家预防腐败

局。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监察部副部长陈昌智向

媒体介绍，国家预防腐败局将在今年成立。 ５月３１日，国

家预防腐败局正式被批准设立。 国家预防腐败局的主要职责

有三项：一是负责全国预防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

、政策制定、检查指导；二是协调指导企业、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中介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的防治腐败工作；三是负

责预防腐败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援助。 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

有利于协调各部门预防腐败工作，形成预防腐败的整体合力

；有利于拓展工作领域，形成全社会预防腐败的良好局面；

有利于增强预防腐败能力，提高预防腐败工作专业化水平；

有利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19．反渎职侵权局 ２００５年

５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全国省级以下检察机关渎职侵

权检察部门统一更名为“反渎职侵权局”。 ２００５年８月

２３日，浙江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正式挂牌，这是全国首

个省级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有２９个省

级检察院、２４１个分州市检察院、１５７５个基层检察院

成立了反渎职侵权局。 各地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机构以更名

为契机，加强反渎职侵权工作，严惩不揣腰包的腐败。 ２０

０６年７月２６日，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

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颁布实施，为加大惩治和预防

渎职侵权犯罪工作力度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武器。 ２００６年



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派员参与行政机关对重大责任事故调

查１６４２起，发现并立案侦查事故背后的涉嫌渎职等职务

犯罪８１３人。 据统计，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７年６月，全

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３１８８４件、３

８０９３人，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１９７６０４．

８６万元。其中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１３８

６人，地厅级干部５９人，省部级干部２人。 反渎职侵权局

的成立，不是简单的机构名称变更，它表明检察机关在反腐

败工作中要打反渎职侵权和反贪污贿赂两张牌。 20．行贿黑

名单 ２００２年，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将１９９８年

以来办理的建筑领域的贿赂案件纳入行贿资料库，在此基础

上首创行贿黑名单。 最高人民检察院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后

，于２００４年４月与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联合下发了

《关于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试点工作的通

知》，开始在江苏、浙江、重庆、四川、广西进行行贿犯罪

档案查询试点工作。 ２００６年起，“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

统”开始付诸实施，正式对外受理查询，由建设领域推行到

金融、教育、医药卫生和政府采购领域，由试点地区推向全

国。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２００６年３月４日印发的《关于

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暂行规定》，行贿犯罪档案录入、

对外接受查询的内容范围为１９９７年刑法修订实施以来，

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经法院裁判的发生在建设、金融、医

药卫生、教育和政府采购领域的个人行贿犯罪、单位行贿犯

罪、向单位行贿犯罪、介绍贿赂犯罪案件。 据统计，截至２

００６年底，全国各省级检察院、８３．１％的地级检察院

、４５．２％的基层检察院建立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



共受理查询申请７３１９次，涉及被查询单位３５１７２个

，涉及被查询个人２３６６３人。其中有行贿犯罪记录的１

３０个单位、６５名个人被行业主管监管 部门给予包括取消

投标资格、取消中标资格、清出市场等处理，对有效遏制和

预防贿赂犯罪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