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石家庄8月29日电（记者
齐雷杰 杨帆）记者 29 日从河北省纪
委监委了解到，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
下，河北省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了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中陈某志等涉
嫌恶势力组织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
问题。

今年 6月 10 日凌晨，唐山市路北
区某烧烤店发生一起寻衅滋事、暴力
殴打他人案件，造成恶劣影响，引发社

会广泛关注。案发后，河北省委、省政
府、公安部要求迅速查清案件，依法严惩
犯罪。河北省公安厅组织指挥案件侦办
并指定异地管辖，公安部派出专家组一
线指导督导，唐山、廊坊等地公安机关全
力开展工作。

河北省纪委监委组织协调唐山、廊

坊、衡水等地纪委监委对15名相关人
员立案审查调查，其中对唐山市路北
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唐山市公
安局路北分局党委书记、局长马爱军
及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机场路派
出所所长胡斌、长虹道警务站副站长
韩志勇、机场路派出所民警陈志伟、

光明里派出所原所长范立峰、光明里派出所
副所长王洪伟、乔屯派出所副所长王志鹏、
唐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四级警长安迪等8
名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初步查出了违纪
违法及涉嫌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行贿、受贿
等职务犯罪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将深挖彻
查，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据新华社石家庄8月29日电（记
者 杨帆 齐雷杰）29日，河北省人民检
察院对外通报“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中
陈某志等人涉嫌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的
审查起诉情况。检方经审查认为，陈某
志等28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
陈某志等人依法提起公诉。

6月10日凌晨，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某烧烤店发生一起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
人案件，造成恶劣影响，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案发后河北省委、省政府、公安部要
求迅速查清全案，依法严惩犯罪。河北省
公安厅组织指挥案件侦办并指定异地管
辖，公安部派出专家组一线指导督导，唐
山、廊坊等地公安机关全力开展工作。

检方通报称，8月11日，陈某志等涉
嫌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案件由河北省廊

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侦查终结，移送廊坊
市广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廊
坊市广阳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廊坊市广
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经依法审查查明，2022年6
月10日2时40分许，陈某志、马某齐、刘某
1、陈某亮、李某1、沈某俊、李某瑞及刘某
2、姜某萍（二人作不起诉处理）在唐山市
路北区某烧烤店吃饭时，陈某志对正在店
内与同事李某、远某、刘某某用餐的王某
某进行骚扰，遭到王某某的拒绝和斥责
后，陈某志遂殴打王某某，王某某与李某
对其进行反抗，后陈某志、马某齐、刘某1、
陈某亮、李某1、沈某俊分别在烧烤店内、
店外便道上、店旁小胡同内，共同对被害
人王某某、李某、远某、刘某某持椅子、酒
瓶击打或拳打脚踢。案发后，4名被害人

由120救护车送医，其中，李某、远某
经医院检查无须留院治疗后自行离
开；王某某、刘某某在普通病房住院接
受治疗，于7月1日出院。经法医鉴
定，被害人王某某、刘某某构成轻伤二
级，李某、远某构成轻微伤。同时，经
公安机关询问被害人、讯问犯罪嫌疑
人，并综合现场勘查、调查取证，认定
网传4名被害人在小胡同内遭性侵
害、从楼上被扔下、被汽车碾压等均为
虚假信息。

另经公安机关依法深入侦查，检
察机关审查查明，2012年以来，陈某志
等长期纠集在一起，在唐山市等地涉
嫌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非法拘
禁，聚众斗殴，故意伤害，开设赌场，抢
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寻衅滋事等刑事犯罪11起，实施
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行政违法4起，逐渐形
成了以陈某志为纠集者的恶势力组织。该恶
势力组织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破坏当地经
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陈某志等28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
六条之规定，对陈某志等人依法提起公诉。

检方通报显示，案件审查起诉期间，检察
机关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讯问了犯罪嫌疑
人，告知了各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听取了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意见。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严格依法公正办理该案，
依法严惩犯罪分子，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

检方对陈某志等人依法提起公诉

河北严查陈某志等涉嫌恶势力组织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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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追加一批人道主义援助
包括2.5万顶帐篷及其他巴方急需物资

乌克兰局势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记者 温馨）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9
日表示，巴基斯坦洪灾发生以来，中方始终心系巴灾区民众安危，
对巴方面临的困难感同身受。鉴于灾情进一步发展并基于巴方
需求，中方决定追加一批包括2.5万顶帐篷及其他巴方急需物资在
内的人道主义援助。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和巴基斯坦作为全天候
战略合作伙伴，是患难与共的真朋友、同甘共苦的好兄弟。中方
通过中巴经济走廊社会民生合作框架向巴方提供的4000顶帐篷、
50000条毛毯、50000块防水篷等储备物资，已悉数投入抗灾一线。

他说，鉴于灾情进一步发展并基于巴方需求，中方决定追加
一批包括2.5万顶帐篷及其他巴方急需物资在内的人道主义援
助。中国红十字会还将向巴基斯坦红新月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
现汇援助。全巴中资企业协会向巴总理抗洪赈灾基金捐款1500
万卢比。
“天灾无情人有情。我们不会忘记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

巴方兄弟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拿出库存全部帐篷送往中国灾区，
令中国人民深受感动。”赵立坚说，“在此次洪灾面前，我们也同兄
弟的巴基斯坦人民站在一起。”

赵立坚表示，中方还将进一步加强与巴基斯坦在防灾减灾和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为巴基斯坦抗击洪灾和灾后重建
提供更多帮助。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和巴基斯坦驻华使馆正联
系有关企业和各界募捐。相信巴基斯坦人民一定能早日战胜洪
灾，重建家园。

8月28日，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贾法拉巴德地区，一些灾民登

上直升机等待转移。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记者29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
近日下达资金100亿元，再次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农资补
贴，统筹支持秋收秋种，缓解农资价格上涨带来的种粮增支影响，
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至此，2022年中央财政已分三批累
计下达补贴资金400亿元。

财政部表示，此次补贴对象依然为实际承担农资价格上涨成
本的实际种粮者。各地区结合有关情况综合确定补贴标准，充分
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继续采取“一卡（折）通”等方式，及时足
额将补贴资金发放到位。

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述评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
格罗西29日宣布，派往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专家团已经启
程，将于本周晚些时候抵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
表示，专家团此访非常有必要，俄方对相关合作互动持开放态度。
乌克兰方面表示，考虑到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正在发生激烈冲突，
此次专家团访问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历史上最艰难的一次。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2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
说，他带领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已经出发，将于本周晚些时候
抵达扎波罗热核电站。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专家团将在抵达后评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物理损坏情况、核电站
安全系统运行情况和工作人员状况，并开展紧急核保障工作。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日表示，俄方认为国际原子
能机构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非常有必要，同时对相互间的合作与
互动持开放态度，俄军方将参加相关会谈。他说，专家团将通过乌
克兰军方控制的区域抵达核电站。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目前各
方未就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建立非军事区问题进行讨论。他呼吁
国际社会对乌克兰施压，以缓和核电站区域的紧张态势。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9日报道，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呼吁国际
原子能机构与其他国家一道向俄方施压，将俄方人员从扎波罗热
核电站驱离，称“这是确保核电站安全的唯一途径”。

据新华社洛杉矶8月29日电 美国航天局新一代登月火箭
“太空发射系统”29日因引擎故障推迟发射。该火箭原定于当天
发射升空，执行“阿耳忒弥斯1号”无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
“太空发射系统”原计划搭载“猎户座”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

29日8时33分（北京时间29日20时33分）左右从佛罗里达州肯尼
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飞船预计于10月10日返回地球。但在原定
发射时间前约40分钟，发射被叫停。美国航天局说，火箭的一个
引擎排气出现问题，导致引擎无法达到适宜发射的温度范围，由于
来不及在两小时的发射窗口内修复该故障，所以叫停了此次发射。

美国航天局尚未明确新的发射日期，但表示第一个备选日期
是当地时间9月2日。

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前往扎波罗热核电站

俄方对合作持开放态度

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

因引擎故障推迟发射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
生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
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
念，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提供指引和
遵循。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华大地展示
出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新画卷徐徐铺展……

举旗定向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2021年冬日的一天，上海市长宁区虹
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基层体育工作
者、运动员、高校老师等围坐在一起，就体
育法修订草案积极发表意见。

作为汇聚民意民智的“直通车”，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
点截至2022年7月已达到22个，覆盖全国
三分之二省份。来自基层的意见，被原汁
原味地直接反馈到最高立法机关，这正是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写照。

2019 年 11 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虹桥街道，同正在参加立法意见征询
的社区居民代表亲切交流，明确指出：
“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
的民主”。

民主，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
实践和必由之路。
“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

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
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
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
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
民主。”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党的
历史上首次召开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
重大理念和实践，对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作出重大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道路决定命运，旗帜引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认识更加深刻、路径更加清
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
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党的十九大
报告强调“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
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
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坚持和完
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

2020年8月，“十四五”规划建议起草
过程中，我们党在五年规划编制史上首
次开展“网络问计”。广大网民提出的意
见建议为文件起草工作提供了有益参
考，有的意见被直接吸收采纳。一位网
名“云帆”的网友，提交的关于“互助性养
老”的建言就最终化为规划纲要的具体
举措。

2022年4月15日，党的二十大相关工
作网络征求意见活动正式启动，得到广大
人民群众广泛关注和参与，一个月内累计
收到网民建言超过854.2万条，为党的二十大
相关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

民心。
党中央印发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
的意见，制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建设的意见，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政
党协商会议就重大问题同党外人士真诚
协商……

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生动活
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

夯基固本

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和支持人民
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
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
中，保证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
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的权力。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
十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成

熟、更加定型，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
供更加可靠的制度保障。

2021年底，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济阳
街道京杭社区的楼长们，正忙着县乡两级
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90多栋楼，常住人口6000多人……楼
长们进家入户，把换届选举的要求、程序及
时告诉居民，确保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

这一轮全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
10亿多选民一人一票，以直接选举方式产
生了260多万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这是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如今，在我国五级人大代表中，由10
亿多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县乡两级人大
代表，占到代表总数的90%以上。

坚持和完善根本政治制度，支持和保
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
力。十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关法律

修改完善，夯实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
治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35条具体措
施，推进代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
化；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等，完善人大监督制
度和工作机制……

202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会
议在京召开。四川省政协委员、凉山彝族
自治州扶贫开发局局长王永贵以视频连
线方式，交流脱贫攻坚的最新进展。

这是全国政协首次在常委会会议中
采用联动协商形式进行讨论，为委员更
有效反映基层声音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
渠道。

18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20次
专题协商会，140次双周协商座谈会，16
次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51次专家协商
会……全国政协 2022 年 8 月 16 日发布
的一组数据，验证了协商议政途径的不
断拓宽，展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强大生
命力。

制定《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
例》，提高政治协商工作的科学化、制度
化、规范化水平；修改政协章程，强化团
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各党派团
体、各族各界人士对国家大政方针、经济
社会各领域重要问题进行广泛协商……

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形成中国特
色协商民主体系。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心是最大的
政治。

坚持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
度，完善办事公开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
道路；

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努力寻求最大
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
一系列制度安排，全方位、全链条、

全覆盖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出坚
实步伐。

广泛真实

全过程人民民主好用管用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
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继续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
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
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
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
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工作上来。

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临涣镇，林立的
茶馆天蒙蒙亮便开门迎客。

600多年来，临涣人饮茶的习俗代代
沿袭，“饮茶议事”成为小镇居民的传统。
2017年，临涣镇人大主席团在茶馆挂牌成
立“人大代表谈心室”，为群众交心谈心、提
出建议、化解矛盾提供场所。
“在茶馆里有啥话想说就说，也敢

说。”一位年逾古稀的村民说，自己提出的
建议，很快就会有回应，这让他觉得说话
“管用”。

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就是实
现全面的、有效的人民民主的过程，就是尊
重人民主人翁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增强党和国家生机活
力的过程。

十年来，已有217件次法律草案向社
会公布征求意见，收到120多万人次提出
的380多万条意见建议；

近五年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4648件
议案、84028件建议做到件件有回音、有
落实；

十年来，全国政协收到提案58000多
件，一大批意见建议被采纳；

……
“民主”与“民心”相通，全过程人民民

主广泛而真实。
2022年春节前夕，北京市东城区前门

草厂四条44号院内，一阵铃声过后，“小院
议事厅”再次热闹起来。

社区书记、小巷管家、居民代表、物业
公司负责人围坐在长条桌前，你一言我一
语，为“绿色冬奥”出谋划策。

探索民情直通车、民主听证会、民主议
政会机制汇聚民声民智，开设“立法直通
车”“小院议事厅”、线上“议事群”……十年
来，一项项生动的民主实践，为全过程人民
民主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城乡社区民主管理让百姓充分参与基
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管理，政府部门广
开言路让重大行政决策更加顺应民意，各
级巡视巡察机构畅通反映问题渠道……国
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充分听取百姓意见，回
应群众期盼。

众智谋事必明，众力举事必成。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发
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中国的民主之路越走越宽广。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

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吕山乡龙溪村的议事公园内，田园议事会成员开展讨论协商

（2022年7月21日摄）。 新华社发

中央财政发放一次性农资补贴100亿元

实际种粮农民再得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