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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央巡视组已经开展8轮巡视，巡视
了 149个地区和单位，实现了对地方和中
管央企的全覆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处长罗礼平6日在接受中央纪委
监察部网站访谈时透露，根据中央部署，
2016年将重点推进对部门和事业单位的

巡视全覆盖。
罗礼平说，巡视是党章规定的重要制

度，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巡视全覆盖作出明
确部署，今年新修订的巡视工作条例也作出
明确规定。可以说，巡视全覆盖既是中央确
定的硬目标，也是党内法规确立的法定任务。

罗礼平说，中央一级的巡视全覆盖任
务有 280 多个，具体可以细化为地方、部
门、央企、金融、事业单位等五个板块。通
过“板块轮动”，目前已经完成了对地方和
央企的全覆盖。今年第三轮巡视结束以
后，还将完成对金融单位的全覆盖。这就
意味着，到今年年底，五个板块的全覆盖

任务就完成了三个板块。
罗礼平说，下一步全覆盖任务还有

100多个，任务十分艰巨。根据中央部署，
2016年将重点推进对部门和事业单位的
全覆盖，确保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对中
央管理的所有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党
组织全部巡视一遍。

2016年中央巡视“剑指”部门和事业单位

新华社长春12月6日新媒体专电（记
者 吴昊 姚友明）近日，有网友曝光吉林
省长春建筑学院推出欧式风格学生高档
公寓，内设配有独立卫浴、厨房、沙发等，
设施齐全。这套“高大上”的学生公寓照
片引发网友热议，新华社记者日前前往该
校进行实地调查。

网传高校惊现“别墅”学生公寓

近日，长春建筑学院的网友微博爆料
称，该校最近推出了西山居高档公寓，里
面各种设施一应俱全，绝对“高大上”，微
博中还附上了内部图片。

根据图片显示，该公寓外观似欧式风
格二层小楼。客厅配有电视、沙发、茶几，
公寓内还设有独立的厨房，家具、家电一应
俱全。每层还有独立的淋浴间、洗手间，寝
室每个房间里各有有两张床、衣柜和电脑
桌以及空调设施。公寓一楼的价格表显
示，入住该公寓每人每年需花费6500元。

此爆料一出便引发热议，网友“水能
载牛”认为，大学校园出现这种“别墅型”
学生宿舍太过奢侈，既不利于让全体学生
享受到平等的生活、学习条件，也容易引
起学生奢侈享乐和盲目攀比的坏风气。

但也有网友对此表示接受，网友“Er⁃
ic”表示，在学生多元化需求的背景下，学
校推出这种高档公寓属于正常现象。

校方拒绝回应

5日，新华社记者前往位于吉林省长
春市双阳区的长春建筑学院实地探访“别
墅”公寓。

记者发现，这所民办高校校园内的教
学楼、图书馆、行政楼、学生公寓等建筑几
乎清一色为巴洛克式风格建筑。其学校
圆顶图书馆外形酷似德国柏林的国会大
厦。在该校西北一侧，记者找到了“别墅”
学生公寓，从外观看“别墅”小楼和该校普
通学生宿舍并无太大区别。

由于周六为非工作日，高档公寓大门
紧锁。记者从窗外可看到该公寓已经基
本完成装修，公寓共分两层，均按套房设
计，室内摆设着宽大的餐桌、做工精美的
座椅、衣柜以及沙发等设施。房间南北通
透，每间卧室有两张单人床。该公寓究竟
何时竣工，记者不得而知，不过公寓附近
的一块标牌上显示该“别墅”2009年 8月
时就已完工。

附近校园超市售货员告诉记者，该公
寓过去一直没人居住，目前还在装修中，
据说装修后的用途是以更高价格提供给
学生住宿。该校一年级建筑系本科生小
刘告诉记者，自己的宿舍为每年每人 1200
元的“四人间”，没有独立卫浴设施。

一名四年级女生小袁说：“就算给我
们住，我们也住不起，据说这些（指“别墅”
宿舍）装修后最早是打算供国际交换生住
宿用。”

记者随后联系到长春建筑学院负责
宣传工作的教师吴琼，她表示不清楚“别
墅”学生公寓的相关情况，并拒绝回应相
关问题。

在该校行政楼大厅内，记者看到学校
规划沙盘，沙盘上标示该公寓的名称为：

后勤服务用房。

专家：“别墅”公寓不违规

教育、法律等领域专家表示，作为民
办高校，在尊重学生选择权的前提下，根
据学生消费多元需求，提供条件更好的住
宿条件并不违规。

吉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副院长田
毅鹏说，作为培养高等教育人才的大学，
推出“别墅”这样的高档学生公寓，超出了
绝大多数高校在校学生的住宿和消费水
平，未免显得有些“奢侈”。但在经济社会
整体向前发展的背景下，随着学生消费、
生活需求日益多元，也属正常现象，无需
过多“炒作”。

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律
师张文凯表示，和公办大学不同，民办高
校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推出高端学生公寓，
只要尊重学生自主选择权而未“强买强
卖”，不违反法律和教育部门的相关规定，

“法无禁止即可为”。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校学生的消费水
平也出现了变化。不少大学生也开始追求
更加时尚、高品质的生活。苹果手机、LV
包等高价位商品在校园内不再是新鲜物。

不过，也有不少教育、社会学专家认
为，对于尚未有固定收入来源的在校大学
生，过度追求消费和时尚，盲目攀比，就会
陷入“拜金主义”的空虚中，不利于大学生
培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不利
于完整人格的塑造。因此，不应该鼓励高
校过多推出明显高出普通学生消费水平
的奢侈公寓。

新华社记者实地调查：

吉林省民办高校该不该推出“别墅”公寓？

12月5日拍摄的“别墅”学生公寓外景。 新华社记者 姚友明 摄

12月4日，在“超级宣纸”生产车间，工人在进行捞纸作业。
近日，位于“中国宣纸之乡”安徽泾县的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向宣纸抄制的极限发起挑战，经44名技艺精湛的捞纸师

傅携手抄制，一张长达11.4米、宽达3.6米的“超级宣纸”成功诞生。目前，“超级宣纸”已实现量产，每天可抄制约70张。
据悉，宣纸作为传统手工珍品，具有尺寸越大、抄制难度越大、艺术价值越高的特点，而“超级宣纸”成品纸尺寸达11米×

3.3 米，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手工、二帘水的“超三丈三”宣纸。该纸制作需要捞纸及辅助工 52 人、晒纸工 20 人、剪纸工 4
人。“三丈三”巨型宣纸主要适用于创作巨幅书画艺术作品，它的成功抄制，为书画艺术家们创作大型书画作品提供了特种宣
纸，也为传承与发展宣纸技艺作出了贡献。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环保部：

雾霾应急预案启动不及时将严肃追责

新华社长沙12月 6日新媒体专
电（记者 谭畅） 据湖南省纪委网站
消息，湖南邵东日前查处了一批党员
干部涉赌及执行公务人员说情干扰办
案问题。其中，两名民警为涉赌者

“打招呼”被关禁闭，一名协警因占
股电游赌场被辞退并行政拘留15日。

据通报，邵东县日前对电游赌
博、聚众赌博、党政干部参与打牌赌
博的问题进行集中整治。邵东县统计
局副局长朱某某、县开发区副主任科
员张某某等人因打牌赌博被立案调
查，并处行政拘留10日等处分。

两名民警因违反 《司法机关内
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
规定》 为涉赌对象说情被处分。11
月 15日，邵东县公安局红土岭派出
所副科级侦查员陈某某受人之托，
为聚众赌博打击对象打招呼说情，
干扰办案秩序，被关禁闭 7 天。11
月 16日，邵东县公安局砂石镇派出
所副所长曾某某受人之托，为电游
赌博打击对象打电话打招呼说情，
被关禁闭4天。

此外，邵东县公安局红土岭派出
所协警贺某某利用工作便利，为电游
赌博场所的赌博行为提供条件并占股
分红。经邵东县公安局研究决定，辞
退贺某某并行政拘留15日。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 钱春弦）民航数
据分析显示，11月份我国内地各家航空公司引进飞
机速度惊人。国航、东航等 19家内地航空公司共引
进飞机 37架。而我国制造的民用客机历史上首次
加入本土航空公司的引进名单。

11月份，东航收进飞机最多，达 9架飞机。国航
引进 4架飞机位列第二。第三位是吉祥航空引进了
3架飞机。

我国内地各家航空公司引进波音 737-800型飞
机最多，达到 16 架。其次为空客 A320-200 飞机 9
架。37架引进的飞机中含 3架货机，即顺丰航空引
进的 2架波音 757-200F，圆通货运引进的 1架波音
737-300F。

成都航空 11月 29日引进首架ARJ21-700，这是
中国商飞开发的国产支线喷气飞机的首次交付。
ARJ21-700飞机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中短航程新型涡
扇支线飞机。标准航程型满客航程为 1200 海里

（2225公里），最大航程 2000海里（3700公里），最大
起飞重量 40500 千克，最大使用高度 39000 英尺

（11900米）。主要用于满足从中心城市向周边中小
城市辐射型航线的使用要求，适应我国西部高原高
温机场起降和复杂航路越障营运要求。

在各大利好政策的推动下，今年航空业发展空
前高涨，各大航空公司都在抓紧时机引进飞机增加
运力投入，不断加码国内外市场，如今国产飞机也开
始加入战营。按照民航相关规定，首架国产新支线
飞机交付后，还需要进行为期大约 3个月的试飞期，
真正载客首航预计在明年2月底或3月初。

新华社合肥12月 6日新媒体专
电（记者 徐海涛）记者从安徽省检察
院获悉，检察机关日前以涉嫌受贿罪
对池州市国税局原局长涂德忠立案侦
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据了解，涂德忠案目前正在进一
步侦查中，而安徽省国税、地税系统近
期已有多名领导干部落马。包括铜陵
市国税局原正处级调研员柴国良涉嫌
受贿罪被起诉，黄山市国税局党组成
员、纪检组长桑田文涉嫌受贿犯罪被
逮捕，六安市国税局进出口退税管理
科科长王秀春涉滥用职权、受贿两罪
被立案侦查，芜湖市地税局原局长、安
徽省地方税务局电子税务信息管理中
心原主任谈平被立案侦查，芜湖市地
税局原局长蒋敏多次共受贿 156万余
元为他人谋利被判刑。

新华社长沙12月6日电（记者 帅才）中国器官
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
理事长黄洁夫 6日表示，据统计，截至 11月 9日，我
国公民器官捐献者累计 5384 例，共捐献各类器官
14721 个。随着中国正式进入国际器官移植大家
庭，当务之急在于加快培养移植医学人才。

6日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召开的“2015中澳
‘湘雅—威斯密’移植高峰论坛暨世界卫生组织—中
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培训会议”上，黄洁夫预
测，再经过数年努力，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移
植大国。曾有不少人担心，受传统观念影响，中国人
不愿意捐献器官。但黄洁夫认为，只要有好的管理
体制，传统观念不是器官捐献的障碍。只要捐献体
系阳光、公开、透明，大多数公民都愿意参与。

黄洁夫透露，移植人才短缺是制约我国移植事
业发展的瓶颈。目前，全国只有 169家医院具备一
项或多项移植资质。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主刀医生
仅百余人，能做心脏、肺移植手术的主刀医生仅 20
多人，容易造成珍贵的捐献器官浪费。

“要加快移植医学人才培训，推动移植服务能力
建设，将具备移植资质的医院扩展到 300余家，培养
年轻医生 400多名，这样才能满足公众对移植医疗
服务的需求。”黄洁夫说。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 史竞男）6日在
京举办的第二届互联网与国家治理智库论坛上，国
内第一家互联网治理智库联盟宣告成立，将助力政
府网络治理体系建设。同时，《互联网与国家治理年
度报告（2015）》发布，为网络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该论坛由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商务印书
馆和《网络传播》杂志社共同主办。互联网治理智
库联盟由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发起，复
旦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安徽大学、南京大学、中
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方舆情数据研究
院、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等 14家互联网智库单位联
合组成。

论坛举行了《互联网与国家治理年度报告
（2015）》发布。该报告运用扎实的经验材料和调查
数据，深入系统地分析了互联网平台中国家、社会、
公民的互动机制。与会专家称，报告以“网络空间法
治化”为主题，包括互联网立法、国际网络空间治理、
网络生态、互联网舆论、网络大数据与地方网络治理
研究六大板块，初步构建了一幅互联网与国家治理
的理论版图。

据悉，互联网与国家治理智库论坛从 2014年起
每年举办一届，致力于促进互联网与国家治理领域
跨学科、跨界的交流、互动与合作。

12月 6日，游客在广西柳州云顶观光景点体验
高空玻璃栈道。

12月 5日，位于广西柳州市地王国际财富中心
七十六层的云顶观光项目正式开放。该项目占地面
积 388 平方米，是集旅游、观光、游乐为一体的城市
高空景观旅游景点。其中，空中透明玻璃栈道位于
云顶观光层的外围，总长 208 米、宽 1.5 米。游客栈
道体验为“5+2”模式，即每次5位宾客和2位安全教
练一同完成体验，时长约 30 分钟。据了解，这是全
国第四家、广西首家户外玻璃观光栈道。

新华社 发（黎寒池 摄）

安徽全省多名税干落马

湖南邵东两民警为涉赌者
“ 打 招 呼 ”被 关 禁 闭

一协警被辞退并拘留

我国航企以超“日均一架”
速度引进飞机

国内首家互联网智库联盟成立
发布《互联网与国家治理年度报告》

黄洁夫：

我国公民器官捐献者
累计5384例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 崔静）
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即将再次出现的
空气重污染过程，环保部 6日召开会议部
署应急应对工作。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
示，对应急预案启动不及时、应对工作不
力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追究责任。

陈吉宁说，良好的空气质量是人民群
众的热切期盼，中央领导同志对重污染天
气应对工作高度重视，要求拿出管用实效
的针对性措施治理和监管，以实际行动取
信于民。各级环保部门特别是京津冀和
山东、河南、山西等地的环保部门，要认真
落实中央精神，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
度，认真检查反思以往应急响应、应对措

施落实方面存在的不足，以严而又严的标
准、实而又实的作风，切实抓好这次雾霾
的应急应对工作。

他要求各地重污染天气预警应以有
利于积极应对重污染情况、减轻污染损害
为原则，及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级别，并
表示环保部将督促各地按照应急预案要
求启动和采取相关措施，强化调度受影响
区域内各地级及以上城市应急预案启动
情况力度，督促各地按照预报信息及时启
动相应级别的预警措施。

为加强监测预报，环保部将建立每天
与相关部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各省份环
保部门会商制度，及时调整预警提示信息，

指导各地做好监测预报和应急响应工作。
此外，环保部已派出 10个工作组，并

协调区域内各省市环境执法人员，在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开展联合督查。主要检查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启动和应对措施落实情
况，严查原煤散烧等低矮源排放，加强对高
架源的管控和重型柴油车、黄标车检查。

根据预报，12月 6日至 9日，大气扩散
条件总体不利，京津冀及山东、河南、山西
部分地区将出现较大范围空气重污染过
程。受此影响，北京、天津、石家庄、廊坊、
邯郸、邢台、保定、唐山、沧州、衡水、太原、
临汾、长治、济南、德州、聊城、菏泽、郑州
等城市可能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