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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10 日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
会议。栗战书委员长出席。

蔡达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常委会
组成人员 165 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
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审议了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
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
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出杰出
贡献的人士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
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委员长会议委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
春耀作了说明。

会议听取了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
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贯彻落实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推进科学技术进步法实施情
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
赵克志作的关于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
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近年
来，全国公安机关以执法为民为宗旨，
以建设法治公安为目标，坚持不懈地深
入开展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法履行职
责，执法质量和执法公信力稳步提升，
有力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了人民

安居乐业。报告介绍了公安机关执法规
范化建设基本情况、公安执法工作面临
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五项工作措施和建
议：进一步提升思想认识，锻造新时代
高素质过硬公安队伍；健全完善执法制
度，为执法工作提供规范实用的操作指
引；强化组织督导，全面落实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要求；进一步完善有关公
安工作的立法；建议在刑法中单独增设
袭警罪。

会议听取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杨晓渡作的关于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
追赃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介绍，
2014 年至 2020 年 6 月，共从 1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7831 人，
追回赃款 196 . 54 亿元，有效消减了外
逃人员存量，新增外逃党员和国家工
作人员明显减少；改革完善追逃追赃
协调机制，稳步推进追逃追赃法治建
设，广泛开展国际司法执法合作，关
口前移筑牢防逃堤坝，追逃追赃和防
逃工作取得重要成果。报告指出，下
一步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
全追逃追赃领导体制和协调机制，不
断健全追逃追赃法治体系，加快构建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

制，提升监察机关治理能力，积极参
与反腐败全球治理，从严从实加强监
察机关自身建设。

今年 5 月至 7 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
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
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会议
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
跃作的执法检查报告。报告指出，有
关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贯彻实施取
得明显成效。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
报告建议，提高政治站位，推动决定
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全面深入贯彻实
施；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养殖场户合
法合规经营有序有效转产转型；维护
生态平衡，完善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制
度；完善配套制度，严格履行法律责
任；加强执法监管，建立野生动物保
护长效机制；落实决定精神，修改完
善好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今年 6 月至 7 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执法检查组对农业机械化促进法贯
彻实施情况开展了检查。会议听取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作的
执法检查报告。报告介绍，该法颁布

实施以来，法律规定的主要制度和责
任得到了有效实施和压实。在指出法
律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报告建
议，聚焦当前农机化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不协调的突出问题，落实法律责
任，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
进一步强化农机科技创新驱动，推广
应用先进适用农机，加大作业服务支
持力度，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增
强农机监管服务能力，通过加强对法
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推动我国农业机
械化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
书长信春鹰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若干
重要问题专题调研工作情况的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
建明、张春贤、艾力更·依明巴海、万
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
礼、郝明金、武维华，秘书长杨振武出
席会议。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全国人大各专门委
员会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
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
以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新华社“新华视点”

记者朱基钗 孙少龙

体制机制改革完善，追

回外逃人员 7831 人、追回

赃款 196 .54 亿元

新闻回顾： 2014 年 6 月，中央追
逃办成立，此后， 31 个省（区、市）
也陆续成立了省一级的追逃办。

报告显示， 2014 年至 2020 年 6
月，共从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
逃人员 7831 人，包括党员和国家工作
人员 2075 人、“红通人员” 348 人、
“百名红通人员” 60 人，追回赃款
196 . 54 亿元，有效削减了外逃人员存
量。

根据“天网行动”统一部署，最高
人民检察院、国家监委先后牵头开展职
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公安部
持续开展“猎狐”专项行动，外交部推
进缔约工作和交涉个案，中国人民银行
会同公安部开展预防、打击利用离岸公
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
动，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开展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追赃专项行
动，国家安全部提供重要工作支持，司
法部畅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渠道。

同时，国家监委指导省、市、县三
级监委健全追逃追赃组织机构，建立对
外执法合作专业干部队伍，扎实开展个
案攻坚，推动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廉政与治理
研究中心主任过勇认为，党中央高度重
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以坚定的
政治决心推动追逃追赃工作体制机制不
断深化完善，建立起了集中统一、高效
顺畅的协调机制，这对于反腐败国际追
逃追赃工作至关重要。

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健

全，相关领域立法不断推进

新闻回顾： 2018 年 3 月，国家、
省、市、县四级监委全面组建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颁布施行，

专章对反腐败国际合作作出规定，明确
了监察机关在追逃追赃工作中的职责定
位。

报告显示，国家监委会同有关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
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在四个半
月期限内，“百名红通人员”、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蒋雷等 165
名外逃人员主动回国投案。

2019 年各级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
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中，共追回职务
犯罪嫌疑人 969 名，其中厅局级干部 3
名、县处级干部 36 名。

与此同时，反腐败追逃追赃领域立
法不断推进———

审议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修
改刑事诉讼法，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
度；出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司法解释；
出台《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
制定《纪检监察机关办理反腐败追逃追
赃等涉外案件规定（试行）》……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教授王秀梅表示，党的十九大以来，我
国反腐败国家立法进入快车道，反腐败
国际追逃追赃法律体系日趋严密、完
善，为追逃追赃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制
度保障和法律依据，也为开展反腐败国
际合作提供了法治支撑。

国际司法执法合作广泛

开展，攻破一批重点案件

新闻回顾： 2015 年 3 月，中央追
逃办召开会议，决定启动“天网行
动”。之后，随即发布“百名红通人
员”名单。

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底，
各省区市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
关在“天网行动”中通过与国外境外执
法机关合作，依法缉捕 1468 人、遣返
345 人、引渡 50 人。

“杨秀珠案”“中国银行开平支行
案”“黄海勇案”“闫永明案”“肖建
明案”……报告中所提及的一系列典型
案例，展现出我国开展反腐败国际司法
执法合作的丰硕战果。

报告显示，国家监委成立以来，对
外提出执法合作请求 50 余项、刑事司

法协助请求 9 项、引渡请求 7 项，在
国内与外方执法机关磋商案件 50 余
次，组成 31 个团组赴 17 个国家开展
追逃追赃执法合作。

国际司法执法合作的广泛开展也
有效服务了国内反腐败工作。报告显
示，通过加大重点领域追逃力度，
2019 年共追回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
构、基层自治组织等领域外逃人员
502 人，占同期追回外逃人员总数的
24 .6% 。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教授张磊认为，近年来我国积极开展与
相关国家的国际司法和执法合作，同外
逃人员主要流入国开展引渡、非法移民
遣返等合作的同时，积极探索其他引渡
替代措施，推动反腐败国际司法执法合
作广泛开展。

关口前移筑牢防逃“堤

坝”，新增外逃人员明显减少

新闻回顾： 2019 年 8 月，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印发《纪检监察机关办理反
腐败追逃追赃等涉外案件规定（试
行）》，对防逃工作作出专章规定。

完善防逃制度机制，科学设置防逃
程序，具体而言涉及三方面：

——— 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强化对防逃
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将防逃工作纳入主
体责任范畴，对新增外逃人员所属部门
进行责任追究。

——— 指导推动各级监察机关制定对
被调查人、重要涉案人的防逃方案及措
施，将防逃工作贯穿职务犯罪案件办理
全过程。

——— 健全防逃预警机制，与公安机
关、证件保管部门、公证机构等建立信
息沟通渠道，对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
构、基层自治组织等领域的新增监察对
象实现全覆盖，对存在的外逃风险及时
预警评估、重点关注。

报告显示，湖北联合发展投资集团
原董事长李红云、西南林业大学原校长
蒋兆岗、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政府原副秘
书长程鹏，在察觉到被监察机关调查后
企图外逃，严密的防逃措施令其无法出
境，很快就被缉拿归案。

同时，新增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
员明显减少，从 2014 年的 101 人降至
2015 年 31 人、 2016 年 19 人、 2017
年 4 人、 2018 年 9 人、 2019 年 4
人，有力遏制住外逃蔓延势头。

“防住一个就等于追回一个，必
须进一步构建更加严密的防逃机
制。”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
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
授黄风认为，除严格证件管理、出入
境监测和涉外事项报告制度以外，还
要强化反洗钱工作，有效预防和遏制
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
境外非法转移资产和以投资移民的方
式外逃。

反腐败国际交流合作深
入开展，初步构建起覆盖各
大洲和重点国家的反腐败执
法合作网络

新闻回顾： 2019 年 10 月，国家
监委与联合国签署反腐败合作谅解备忘
录，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首次同联合国
签署反腐败合作文件。

报告指出，我国积极参与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
等多边框架下的反腐败合作，与 28 个
国家新缔结引渡条约、司法协助条约、
资产返还与分享协定等 43 项，国家监
委与 10 个国家反腐败执法机构和国际
组织签订合作协议 11 项，初步构建起
覆盖各大洲和重点国家的反腐败执法合
作网络。

推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推动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二十国集
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在华设
立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
心……

黄风认为，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
下，更需要充分运用《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等国际公约和多边机制所确立的各
项国际合作规则，保持反腐败国际刑事
司法与执法合作的连续性和相对独立
性。

（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

□新华社记者安蓓 陈炜伟 陈爱平

国家统计局 10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7 月份，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2 . 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 .2 个百分点。

影响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下一步物价
走势如何？围绕这些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相
关人士。

食品价格上涨拉高 CPI 涨幅

近一个月来，上海市民周青明显感觉菜价上涨了。
“鸡毛菜、青菜、大白菜等叶菜涨价比较明显，猪肉和鸡
蛋价格也比前一段涨了不少。不过夏季水果大量上市，品
种丰富，价格还算稳定，家里就多买了一些。”她说。

主要消费品价格的涨跌，影响着老百姓的消费选择。
“食品价格上涨，是 7 月份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因

素。”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郭丽
岩说，猪肉、鲜菜、蛋类等食品价格受汛情以及疫后消费
加快恢复的影响，呈现结构性、季节性上涨。

数据印证了这一观点。 7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3 . 2% ，涨幅扩大 2 . 1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2 .68
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 85 . 7% ，影响 CPI
上涨约 2 . 32 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上涨 7 . 9% ，影响 CPI
上涨约 0 .19 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下降 27 . 7% ，影响 CPI
下降约 0 .6 个百分点。

与 6 月相比， 7 月份猪肉价格上涨 10 . 3% 。国家统
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分析说，近期，随着餐饮服
务等逐步恢复，猪肉消费需求持续增加，而多地洪涝灾害
对生猪调运产生了一定影响，供给仍然偏紧。受不利天气
影响，鲜菜价格与上月相比环比上涨了 6 .3% 。由于蛋鸡
存栏减少，夏季产蛋率有所下降，鸡蛋价格在连续 9 个
月下降后转涨，环比上涨了 4% 。

非食品价格平稳 核心 CPI 走低

上海市民郑冰暑假选择去湖南长沙旅游。“相较往年
的暑期旅游旺季，今年出游比较实惠。”郑冰说，上半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她一直“宅”在家，近期各地
纷纷放开跨省团队游，不少航空公司、旅游景区、酒店推
出优惠打折，她迫不及待地安排了这次旅行。

数据显示，由于暑期出游增多，7 月份飞机票和宾馆住
宿价格分别比 6 月上涨了 2 . 9% 和 1 . 7%。从同比数据看，
7 月非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0 .3% 转为持平。其中，医疗保
健价格同比上涨 1 .6%，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 4 .4%。

董莉娟说，7 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 . 5%，涨幅比上月回落 0 . 4 个百分点。据测算，
在 7 月份 2 . 7% 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
约为 2 .9 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0 .2 个百分点。

“综合来看，本月 CPI 同比涨幅虽然略有回升，但主要
受食品价格及翘尾因素影响，且当前核心 CPI 降至低点，
物价总体可控。”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分析认为。

物价稳的因素进一步增多

7 月 CPI 涨幅有所扩大，当前物价平稳运行的基础
是否牢固？

“总的来看，维持物价总水平的基础牢靠，且稳的因
素将进一步增多。短期看，生猪和猪肉供应仍然偏紧，但
保供稳价的利好因素正在增多，预计三季度以后猪肉市场
供应将持续改善。随着汛期对局部生产和调运的季节性影
响逐步褪去，肉菜蛋等食品的结构性上涨压力也将缓释。”郭丽岩说。

为稳定生猪生产，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数据显示，目前生猪存栏
和仔猪供给量已连续 5 个月恢复性增长，预示 7 月份以后可出栏的商品肥猪
将逐步增加，猪肉市场供应将持续改善。

郭丽岩分析认为，展望到年底，猪肉、菜、蛋等食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
概率不大。加之未来数月 CPI 中猪肉价格的对比基数抬升，猪肉等肉类对
CPI 的拉涨影响会逐步下降，食品对 CPI 的拉涨影响也将逐步缓解。

保持物价特别是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基本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尤其是困难群
众的基本生活，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记者从国家发展
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以来，各地累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约 190 . 6 亿元，惠及
困难群众约 2 .68 亿人次。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袁达表示，当前我国工农业生产供应充裕，市
场活力足、韧性强，物价平稳运行具有坚实基础。下半年翘尾因素将明显减
弱，预计 CPI 涨幅与上半年相比将会趋缓，全年呈现“前高后低”走势，预
期调控目标有望较好完成。

温彬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加快恢复发展，各项保供稳价措施落地实施，市
场供求有望保持平衡，物价水平将在结构性波动中保持整体平稳。

（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审议有关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草案

听取专项工作报告和执法检查报告等

加强反腐追逃追赃法治化、规范化
——— 聚焦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国家监委专项工作报告

■新华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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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听取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开展反腐败国际追

逃追赃工作情况的报告，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国家监委专项工作报告。

根据宪法和监察法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

监督。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是国家监委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重要方式。

▲这是 8 月 8 日在西安市新城广场拍摄的明秦王府城墙坍塌现场。

8 月 8 日，位于西安市中心新城广场西南角的明代秦王府城墙的部分墙
体，因近期连续大雨而发生坍塌，坍塌部分为原城墙遗址新筑保护性土体和东
北侧外包砖砌体。事故造成 4 辆汽车受损，4 名群众被擦伤。

记者调查发现，2007 年到 2011 年多年间，西安市均对明秦王府残存墙
体实施包砖和夯土填充加固。近 10 年来，墙体也曾经历过多次修缮。但在西
安众多与之时代相近的露天遗迹中，此次却唯独它倒在了雨中。有文保专家认
为，面对墙体反复出现的损坏信号和明显的灾害环境，仅采取搭雨棚、加排水
沟等措施，而未对有明显隐患的地方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是不够的。

西安文物部门 8 日已组织专家组进行勘察会商，对相关城墙保护层进行
加固和恢复处理。同时西安市已开始对全市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全面风险排查。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西安明秦王府城墙坍塌事件后续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