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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三个规定” 加快制定“禁业清单”

政法机关规范离职人员从业行为
一段时间以来，
“ 人情案”
“ 关系
案”
“金钱案”严重影响着执法司法公
正。违反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
法官检察官离任后违规从事律师职
业、充当司法掮客，已经成为必须整
治的顽瘴痼疾。
在全国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中，各地各有关部门闻令而动，掀
起一场刮骨疗毒式的政法队伍自我
革命，共排查认定违反防止干预司法
“三个规定”问题 10.4 万件，处理处分
干警 8.3 万人；认定离任法官检察官
违规从事律师职业、充当司法掮客
2145 人。堵住围猎司法的“风口”，人
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的土壤正在逐
步被铲除。
近日，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
二次新闻发布会披露，全国共查处乡
科 级 干 警 严 重 违 纪 违 法 问 题 4960
件，其中人情案、关系案 占比超过
70%，同一案件涉及多名政法干警相
互勾结、被处理处分的占 43%。
“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吹嘘可以
找关系、找熟人，虚假宣传甚至诈骗
钱财，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和群众
对公平正义的感受。”华东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虞浔说。
吴清（化名）是某县人民检察院
一级检察官。2020 年 4 月，吴清作为

公诉人在办理王顺（化名）危险驾驶
一案时，接到王顺的叔叔、县公安局
民警王昌桂（化名）的请托电话，请求
吴清向审理案件的法院提出适用缓
刑的量刑建议。吴清当即予以拒绝，
并如实记录填报王昌桂为犯罪嫌疑
人王顺请托说情的行为，其后建议法
院对王顺判处拘役。2021 年 5 月，检
察院对如实记录填报他人违反“三个
规定”的吴清予以通报表扬。王昌桂
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三个规定”是指中办、国办、中
央政法委、
“两高三部”等先后出台的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
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
定》
《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
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
《关于进一步
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
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
干规定》。
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是司
法环境的“净化器”、公平正义的“安
全阀”、拒腐防变的“护身符”。近年
来，政法机关严格执行“三个规定”的
高压态势和行动自觉正不断增强。
“严格落实‘三个规定’，才能改
变‘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错误认识，
更有力地捍卫执法司法公正。”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肖建国说。

刘某某曾担任某市中院审委会
专职委员等职务，退休后利用其原领
导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为律师曾某
代理的案件在打听案情、案件改判等
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了曾某 30 多万
元。其涉嫌犯罪问题已经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
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各地
开展了治理法官、检察官离职后充
当司法掮客现象的行动。在整治司
法掮客的行动中，信息化技术成为
重要手段。
据了解，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全面
摸清党的十八大以来 14.9 万名离任
法官检察官从业状况，对离任后从事
律师职业的 7640 人进行重点筛查，
发现违规从事律师职业的 2044 人。
各地各部门坚持精准施策整改
违规问题，该劝退的劝退、该调离的
调离、该调整的调整，情节严重的依
规依纪依法问责处理，实现整改、教
育、惩戒与监管的有机统一。中央政
法各单位正在加快制定本系统干警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从事经营活动的
“禁业清单”，细化明确政策界限，推
动建立常态化排查、身份自动核查、
案件倒查机制，铲除司法掮客滋生蔓
延土壤。
据《人民日报》

重庆动物园再添
一对大熊猫双胞胎
9 月 23 日，重庆动物园工作人员
在大熊猫馆育幼室内照顾双胞胎幼
仔。9 月 23 日，重庆动物园一对双
胞胎大熊猫幼仔首次亮相。据介绍，
这 对 大 熊 猫 双 胞 胎 于 9 月 13 日 出
生，是一对龙凤胎。这是重庆动物园
今年繁育成功的第二对大熊猫双胞胎
幼仔。
新华社发

在
“万年稻种”发现地看金色秋收
新华社长沙 9 月 23 日电 沿湘
江一路向南，寻到上游一座名为道县
的古城。金色的秋收画卷，在这里徐
徐铺展。
在湖南永州市道县寿雁镇的玉
蟾岩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约 1.2
万年前的古栽培稻。玉蟾岩遗址在
世界稻作农业文明起源中具有重要
的地位。
8 月下旬，中稻成熟后，58 岁的
陈跃宗就一直在田野里忙碌。近日，
他又迎来了陆续成熟的晚稻。
陈跃宗家祖祖辈辈种植水稻，十
几岁起，他就跟长辈学习种水稻。如
今，他把 4 亩多地流转给当地的正禾

农场，再到农场上班。
烈日下，陈跃宗指挥农机手驾驶
收割机在稻田里穿梭。
“ 以前人工收
割水稻时，一个人忙碌一整天只能收
半亩地，现在犁田不用牛、收割不用
人，干活省时省力多了。”他说，收割
机能迅速完成割稻、脱粒等环节，大
大提高了效率。
隆隆的轰鸣声中，稻穗被机器
“吃”入，粉碎后的稻秆再从机器另一
头“吐”出，直接成为土壤肥料。不一
会儿，稻谷就堆成了小山，陈跃宗要
将这批稻谷运回正禾农场的仓库。
仓库里，工人们正忙着将一袋袋
稻谷搬上货车，要运往加工厂。正禾

农场负责人黄日忠 9 年前从外地来
到道县发展种植业，他说：
“祖先都在
这里种稻子，说明一定有天时地利。”
今年，正禾农场种植早、中、晚稻和各
类 蔬 果 超 2000 亩 ，水 稻 每 亩 收 入
1000 余元，
蔬果每亩收入 1 万余元。
在寿雁镇深田村，
农民唐平秀今年
家中一共流转了 126 亩地，
种植了白、
红、
黑、
紫等多色稻米。
“几个月前，
外地
采购商就把这批稻谷全部预订了。
”
她
抓起一株饱满的紫米稻穗说，
“这种米
好，
就连附近的鸟都喜欢来偷吃。
”
金秋的阳光下，稻浪翻滚，唐平
秀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这几天就开始
收割晚稻。

债券“南向通”今开通
金融机构面临更多挑战
近期，央行与中国香港金
融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开展
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
南向合作的通知》，债券“南向
通”于 9 月 24 日正式启动，这意
味着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两地
间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
按照目前央行规定，
“南向
通”年度总额度为 5000 亿元等
值人民币，每日额度为 200 亿
元等值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
根据跨境资金流动形势，
对“南
向通”年度总额度和每日额度
进行调整。
“南向通”开通初期，境内
投资者会偏好哪些债券品种
呢？某银行业内人士对记者表
示：
“ 在业务开通初期，投资者
可能会选择‘点心债’、或者高
等级美元债（城投债、地方债
等）为主。因为发行人对此类
债券较为熟悉，风险也比较可
控。而对于一些风险较高的债
券品种，机构初期或先观望一
段时间。
”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国际
团队负责人常征对记者表示，
一
方面，
“南向通”
为内地投资者提
供了又一个资产全球化配置途
径，也有助于内地投资者利用
中国香港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管
理和对冲信用风险；
另一方面，
“南向通”将加大跨境监管合
作，进一步提升内地债券市场
结算登记、信用评级、信息披露
等相关制度的国际化，也有助
于促进其他中介机构的国际化
布局，
增强其国际化、
多样化、
系
统化、
高层次的服务需求能力。
“南向通”
不仅是金融对外
开放的一项制度安排，也有助
于巩固中国香港作为国际金融
中心的地位。
“南向通”
的开通对金融机
构来说会有哪些挑战呢？常征
认为，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
考虑
到目前全球经济仍面临较大不
确定性，境内机构的投资管理
及风险管理显得至关重要。金
融机构应审慎经营决策，在初
期聚焦中低风险和非复杂性产
品，
同时促进产品多元化布局，
持续优化境外资产配置，循序
渐进地开展境外业务。
在增强防风险能力的同
时，金融机构也应提高服务的
支撑能力，包括提高对海外市
场经济周期和风险的研究，深
化金融产品创新，持续优化内
部治理体系，重视风险评估工
作，加强合规管理，防范法律
风险。
据《证券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