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nuary 18 2021 Monday    Page14Chinese  Commercial  News

t一一
二○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星期一） 商報

施文俊令德配逝世
捐華峰鄉會福利金

旅菲晉江華峰同鄉會訊：本鄉會（首

峰圭庵寮）施名譽理事文俊鄉賢令德配寶月

夫人，不幸於去年九月四日逝世於描戈律，

慈雲失仰，鄉閭哀惜。越西曆元月六日早晨

啟靈出殯，安奉於甲美地岷里拉紀念陵園之

原。出殯之日，儀式隆重，飾終令典，備盡

哀榮。施林寶月夫人生前縣勤儉持家，助夫

創業，艱辛備至。篤信神佛，心懷慈悲，樂

善好施，懿范垂芬，坤儀堪仰。施名譽理事

文俊鄉賢感念其令德配生前賢惠嫻淑 ，為

揚其善行美德，特撙節移捐本鄉會菲幣貳萬

元，充作福利金。似此熱心公益，支持本會

之仁風，實堪嘉尚。謹藉報端，予以宏揚，

並致謝忱。

吳施美珍逝世
僑中五九高山燈級友會訊：本會級友吳

施美珍學姊，即僑商吳國忠令德配（原籍晉

江磁灶）不幸於二○二一年元月十六日子夜

○時三分壽終於樹里肴醫療中心，享壽八十

有高齡。美珍學姊生前賢聲卓著坤儀咸欽，

如今作古月冷繡幃，我們忱悼同深。據悉現

停柩於樹里肴市ALDONZA殯儀館設靈。本會

經向家屬表達慰唁，祈節哀順變。

蔡志向大哥丁憂
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總部訊：本總

部蔡副監事長志向大哥令尊蔡永德義老伯不

幸於2021年1月16日凌晨2時仙逝，享夀七十

有一高龄，哲人其萎，轸悼同深，現設靈停

柩于TUGUEGARAO CITY土格加劳市ORTIZ 

MEMORIAL CHAPEL ING. 殯儀館，擇定于1

月20日早上九點出殯，安葬TUGUEGARAO 

CITY土格加劳市華僑義山，本總部聞耗，經

致電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變，致奠花圈、

籍表哀思，並襄理飾終事宜，以盡洪誼。

許新民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許新民令德配，許府

董太夫人諡瓊英(ELENA TANG CO)（原籍

晉江石龜許厝鄉）亦即僑商許沛澤，昌軹，

芳芳，菁菁，真真，莉莉，蓮蓮，綿綿賢昆

玉令先慈，不幸於二○二一年元月十六日下

午三時四十六分，壽終於ST. LUKE'S醫院，

享壽八十有三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NACTUARIUM 210-TULIP）靈堂，擇訂一

月二十一日（星期四）早移柩於ST. MARTHA 

MEMORIAL HOMES, BAGABAS ROAD, 

DAET. CAMARINES NORTE設靈，擇訂一月

二十五日（星期一）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北

甘馬仁省華僑義山之原。

蔡志向丁憂
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本會蔡志向

副監事長令尊蔡永德老伯父不幸於二0二一

年一月十六日凌晨二時仙逝，享夀七十有

一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設靈停

柩於TUGUEGARAO CITY格加勞市ORTIZ 

MEMORIAL CHAPEL ING. 殯儀館，擇定於一

月二十日早上九點出殯，安葬TUGUEGARAO 

CITY土格加勞市華僑義山。

本會聞耗，蔡永德老伯父往生極樂世

界，駕鶴西歸，經函電慰唁其家屬，表示沉

痛哀悼和深切慰問。蔡志向副監事長孝思純

篤，必定哀痛逾恆，敬祈以情制禮，望陽眷

屬人等節哀順變。

鞏固發展壓倒性勝利
——新時代紀檢監察工作高質量發展之「反腐篇」

　　新華社北京1月17日電 　2021年1月4日，
新年第一個工作日。
　　上午11時，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同時
發佈重慶市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鄧恢
林，青海省原副省長、海西州委原書記文國
棟，原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胡
問鳴，中糧集團有限公司原總會計師駱家駹
受到黨紀政務處分的通報。
　　開年之際，4「虎」同時被「開」，再
次傳遞出懲治腐敗零容忍、不放鬆的強烈信
號。
　　2020年，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
央堅強領導下，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和地方各
級紀檢監察機關以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理念、思路和方法深化標本兼
治，反腐敗鬥爭壓倒性勝利不斷鞏固發展，
治理腐敗效能進一步提高。

堅持「嚴」的主基調 
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反腐力度持續加大

　　一審被判死刑！
　　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
院公開宣判華融公司原董事長賴小民受賄、
貪污、重婚案一案。經審理查明，2008年至
2018年，賴小民直接或通過特定關係人非法
收受、索取相關單位和個人給予的財物，共
計折合人民幣17.88億餘元。其中1.04億餘元
尚未實際取得，屬於犯罪未遂。法院一審判
處賴小民死刑。
　　「金融巨貪」賴小民的落馬，也反映出
金融領域反腐的深入推進。
　　中國建設銀行青海省分行原行長郭繼
莊，原銀監會山西監管局黨委書記張安順，
國開行山西省分行原行長王雪峰，交通銀行
河北省分行副行長馬驍，銀保監會遼寧監管
局二級巡視員劉文義，證監會重慶監管局原
黨委書記毛畢華，中國農業銀行四川省分行
原副行長吳銳……一年來，多名金融監管、
國有銀行等領域的官員被查，金融領域反腐
力度持續加大。
　　2020年10月27日，內蒙古自治區紀委監
委同時通報內蒙古自治區應急管理廳黨委書

記、廳長王俊峰等4名正廳級幹部接受審查調
查的消息，引起輿論廣泛關注。
　　內蒙古開展煤炭資源領域違規違法問
題專項整治工作，對涉煤領域腐敗「倒查20
年」；四川、陜西等地深挖徹查招投標領
域腐敗問題；多地人防系統違紀違法幹部
被查……2020年，紀檢監察機關堅決查處資
源、土地、規劃、建設、工程等重點領域的
腐敗問題，形成了強大震懾效應。
　　「打虎」無禁區：2020年，中央紀委國
家監委網站公佈了18名中管幹部接受審查調
查的消息：福建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長張
志南，公安部黨委委員、副部長孫力軍，文
化和旅遊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李金早等相
繼落馬。
　　「拍蠅」不手軟：2020年1月至11月，
全國共查處民生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10.46萬
起，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14.95萬人，其中黨
紀政務處分9.2萬人。
　　「獵狐」不止步：2020年，疫情沒有
阻擋追逃追贓的腳步，1月至11月，「天網
2020」行動追回外逃人員1229人，其中「紅
通人員」28人，追回贓款24.45億元。

一體推進「三不」 
做好審查調查「後半篇文章」

　　2020年11月13日，北京召開全市「以案
為鑒、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會。
　　會上播放了警示教育片《正義之劍——
北京市掃黑除惡專項鬥爭腐敗警示錄》和
《迷局——順義系列貪腐案警示錄》，對
2019年警示教育大會以來受到處分的46名局
級幹部點名曝光，並通報了8方面突出問題典
型案例，北京市13000餘名正處職以上幹部接
受警示和教育。自2017年起，北京市委推動
警示教育常態化制度化，已連續4年召開全市
警示教育大會。
　　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
僅是反腐敗鬥爭的基本方針，也是新時代全
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方略。開展警示教育，做
好審查調查「後半篇文章」，正是一體推進
「三不」的有力抓手。

　　近年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持續深化標
本兼治，建立完善以案促改機制，把辦案與
堵塞制度漏洞、強化監督監管有機結合——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建立中管幹部職務犯
罪案件「一案一總結」制度，及時總結經
驗、發現問題、汲取教訓、整改提高；
　　查處陳剛案推動北京市規劃和自然資源
領域問題整改，查處雲光中、邢雲等案推動
內蒙古煤炭資源領域腐敗整治，查處張琦案
推動海南規範土地管理；
　　注重發現個案背後深層次問題，就完善
金融機構監管、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等提出監
察建議，通過疫情防控監督問責推動衛生應
急管理體系建設。
　　充分運用「四種形態」提供的政策策
略，有效處置化解存量、強化監督遏制增
量，在嚴懲極少數嚴重違紀違法分子的同
時，加強對幹部的日常管理監督——
　　據統計，2020年1至9月，全國紀檢監察
機關運用「四種形態」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
共133萬人次。其中，運用第一種形態批評教
育幫助92.8萬人次，佔總人次的69.8%；運用
第二種形態處理31.1萬人次，佔23.4%；運用
第三種形態處理4.5萬人次，佔3.4%；運用第
四種形態處理4.6萬人次，佔3.5%。
　　這一數據，反映出各級紀檢監察機關運
用第一種形態批評教育幫助力度持續加大，
「紅臉出汗」已成常態；把懲治腐敗作為有
效監督的強大後盾，始終保持高壓態勢，確
保底線常在、「後墻」堅固。
　　2020年，「主動投案」成為案件通報中
的高頻詞。
　　在強大震懾和政策感召下，江蘇省委常
委、政法委書記王立科，青海省副省長文國
棟等一大批違紀違法問題幹部主動投案，表
明反腐敗高壓態勢持續震懾，治理腐敗的效
能不斷提高，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的成效不斷顯現。

完善法規制度體系 
推進反腐敗工作規範化、法治化

　　2021年1月4日，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

黨員權利保障條例》全文公佈。這是繼2004
年條例修訂以來，黨中央再一次對該條例作
出修訂。
　　條例規定黨員有黨內監督權，明確黨員
可以通過批評、揭發、檢舉等方式開展民主
監督，向黨組織負責地揭發、檢舉黨的任何
組織和任何黨員的違紀違法事實，提出處
理、處分有違紀違法行為黨組織和黨員的要
求。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絕其源。反
腐敗鬥爭，一方面要靠雷霆手段，另一方面
要深化改革、完善制度。
　　2020年1月，中央辦公廳印發《紀檢監
察機關處理檢舉控告工作規則》。規則將規
範化、法治化的理念貫穿于紀檢監察機關處
理檢舉控告工作始終，要求認真處理檢舉控
告，回應群眾關切，建設覆蓋紀檢監察系統
的檢舉舉報平台，鼓勵實名舉報，建立檢查
督辦機制。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數據顯示，2020年1至
9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接收信訪舉報237.1
萬件次，處置問題線索123.3萬件，談話函詢
26.7萬件次，立案44.3萬件，處分39萬人（其
中黨紀處分33.7萬人）。
　　2020年6月2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
員政務處分法》。
　　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全面系統規
範公職人員政務處分工作的國家法律，政務
處分法將監察全覆蓋的要求具體化，明確公
職人員應當受到政務處分的違法情形，劃定
公職人員行為底線，促進公職人員忠實履行
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同時要求政務處分
權必須嚴格依法規範行使，切實將政務處分
權關進制度的籠子，是推進政務處分工作規
範化、法治化的重要保證。
　　2020年12月22日，監察官法草案首次提
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
議。一系列紀檢監察工作領域的法規制度正
在接續出台，確保反腐敗工作在規範化、法
治化軌道上行穩致遠。

《香港志》：

以歷史之炬，照亮香港未來
       新華社香港1月17日電　「要讓香港擁有
自己的地方誌。」為了這個目標，香港史專
家劉蜀永和同伴劉智鵬、丁新豹等奔波了數
十載。如今，劉蜀永已是耄耋之年。
　　唸唸不忘，必有迴響。隨著新年鐘聲敲
響，一本新書在香港聯合出版集團旗下40多
家書店同時亮相。圖書剛一上架，就受到市
民熱捧，多家機構預訂。
　　這本藍色封面、774頁的《香港志》首冊
《總述·大事記》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它記
錄了從公元前5000年先民活動到香港回歸20
週年的7000多年間，香港歷史的變遷和6000
多件大事。
　　全國政協副主席、團結香港基金主席董
建華形容《香港志》「具有巨大歷史意義和
文化價值」，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稱其為
「巨大的文化工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
長、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組長謝伏瞻表示熱
烈祝賀。

鍥而不捨 填補空白
　　國有史，地方有志。編修地方誌是中華
民族悠久獨特的文化傳統，已有2000多年歷
史。
　　香港在明清時期隸屬廣州府新安縣，新
安縣當時數次編修縣誌，但現在僅存清康熙
與嘉慶年間的兩個版本。後來英國佔領香港
156年，再未進行任何修志工作。
　　「這麼重要的一個地區，沒有志書怎
麼行？」1982年，正值中英談判香港問題期
間，剛從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生畢
業的劉蜀永，在研究香港史時暗下決心：
「要繼承中國文化傳統，通過修志讓香港人
找到自己的根。」
　　從1997年香港回歸開始，劉蜀永和香港
社會一些有識之士一起，為香港修志呼籲奔
走。但當時香港社會對地方誌幾乎全無概
念，推動十分困難。
　　2005年，在時任香港嶺南大學校長陳坤
耀邀請下，已從社科院退休的劉蜀永到嶺南

大學駐校研究香港史，協助推動地方誌編
修。
　　2009年，非牟利團體香港地方誌基金會
成立，陳智思、馬豪輝先後擔任主席。基金
會下設香港地方誌辦公室，香港嶺南大學歷
史係教授劉智鵬任主任，原香港歷史博物館
總館長丁新豹和劉蜀永任副主任，人稱「二
劉一丁」。
　　10多年來，「二劉一丁」互相鼓勵，率
領地方誌團隊為修志做了大量準備工作，撰
寫了40多本地方史志書籍，積累修志經驗，
並鍥而不捨地向全社會推介地方誌，幫助香
港社會逐步了解修志的重要意義。

克服萬難 數易其稿
　　在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支持下，2019年9
月，修志工程取得重大實際進展。「董建華
先生當仁不讓，義不容辭承擔起編修《香港
志》的重責，並責成團結香港基金牽頭，成
立香港地方誌中心，凝聚社會各界力量達成
使命。」團結香港基金總幹事鄭李錦芬說。
　　不出2個月，香港地方誌中心就高效組成
了強有力的28人理事會：董建華親自出任理
事會主席，陳智思出任執行委員會主席，林
乃仁出任總裁。「二劉一丁」及出版社資深
總編陳佳榮共同擔任首冊主編。
　　談起修志過程，香港地方誌中心編輯部
總監孫文彬用了一個成語：好事多磨。
　　過去一年多，香港遭遇「修例風波」和
疫情，修志工作克服萬難，仍然緊張有序地
進行。
　　「修例風波」時，暴徒經常非法堵路，
同事們上下班非常不便。在「黑暴」最猖獗
的時候，家住上水的年輕編輯蔡兆浚，常常
要冒著被硬物砸傷的風險，經過「長途跋
涉」才能抵達位於灣仔的辦公室。
　　在疫情最嚴峻的時候，很多博物館和大
學圖書館都關閉了，無法查閱一手資料。當
時只有港大圖書館還開門，但只允許在校生
和教職員進入。同事們集思廣益，想出一個

辦法：請幾位港大學生做研究助理，替中心
借書。
　　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間，不少企業都實行
居家辦公。中心同事們還是堅持每天按時上
班，為的是方便當面討論修志工作。他們逐
步梳理出香港7000多年間5萬多條大事，並從
中精選出6000多件大事最終定稿。
　　身為香港史專家的幾位主編夜以繼日地
忘我工作，他們廣泛徵求香港社會各界特別
是學術界的意見，起草、修改並反復審閱。
歷經一年多時間，首冊大事記部分順利篩選
完畢，總述部分也五易其稿終於完成。
　　2020年12月28日，一個陽光明媚的冬
日，香港地方誌中心舉行《香港志》首冊出
版記者會暨上架儀式。看著這本沉甸甸的
書，香港地方誌中心同仁們喜笑顏開，相互
擊掌叫好。

       存史資政 教化育人
　　在志書之首設總述或概述，是國家改革
開放後新編地方誌的特點。《香港志》首冊
總述介紹香港自然和社會發展特色，與讀者
分享和探討香港是怎麼來的、香港人是怎麼
來的、香港與國家的關係等問題，體現出地
方誌「存史、資政、育人」的作用。
　　香港志編修團隊中有不少年輕研究人
員，他們通過參與修志工作，進一步認識
了國家，也增強了國民身份認同感和自豪
感。「在編修過程中，我了解到許多有趣的
歷史，其中有些史實時至今日已經鮮為人
知。」中心一位20多歲的編輯表示，這令他
們深深體會到香港人對於國家的歷史認知有
待提高。接下來，香港地方誌中心將再接再
厲，爭取在2021年年底前完成專志《香港參
與國家改革開放志》，細說香港在國家改革
開放進程中的貢獻與所得。
　　在全國第二輪地方誌書規劃任務中，香
港終於佔有一席之地。中心預計，在香港回
歸祖國30年之際完成整部《香港志》編修工
作。

百姓餐桌是否有保障?
——探訪綏化市米袋子菜籃子

　　新華社哈爾濱1月17日電　「買啥都有，
貨比較新鮮，價格也合理。」 黑龍江省綏化
市北林區居民李明臣從超市走出來，雙手提
著剛剛買好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往家趕。　　
　　近日，黑龍江省綏化市出現新冠肺炎疫
情，多地出現與之相關聯的散發疫情。1月12
日15時起，綏化市各小區及鄉鎮所在地、自
然屯實行封閉管理，非本小區和村屯人員一
律禁止進入，每戶每三天可出去一次購買生
活必需品。對於出現核酸檢測陽性病例的小
區（村屯），禁止人員出入，有專人送貨上
門。
　　封閉管理下民生保障如何？記者進行了
實地探訪。　　
　　在綏化市北林區華辰超市中興店，香
芹、番茄、西葫蘆等各類蔬菜堆放整齊，工
作人員用噴霧器噴出水霧，保持葉類菜的新
鮮。
          一大早，就有市民前來買菜。　　
　　「每天都有五六輛貨車來送貨，我們8點
半正常營業，8點的時候基本上菜品都能上
全。」華辰超市中興店店長程紅說，目前超
市各類生活物資貨源充足，價格穩定，完全
能夠滿足群眾日常生活需求。　　
　　佳興小區是望奎縣第一例確診病例王某
鶴所在的小區，目前處於完全封閉狀態。
「小區內社區服務網格員通過微信群與居民
溝通了解每戶需求，每三天上門向居民提供
一次物資。」望奎縣前進街道黨工委書記初
鳳仁對記者說，目前居民物資供應不成問
題。　　
　　城區居民的生活物資有保障，在望奎縣
農村，電商打通了被封閉村屯糧油供應「最
後一公里」。　　
　 　 「 電 子 商 務 進 農 村 ， 服 務 農 村 零 距
離。」一走進望奎縣農村電商物流配送中
心，便看到墻上挂著這一橫幅。疫情期間，
望奎縣農村地區群眾的生活物資靠這裡來供
應。　　
　　米、面、油、調料、方便麵、自熱火
鍋……配送中心裡堆滿了居民所需的各類物
資，經由十幾米長的傳送帶送到工人手裡，
由工人在配送車裡擺放整齊後運送到鄉鎮、
村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