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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大代表中，有一個特殊群體值得關注，那
就是直接為中央高層決策提供諮詢顧問的智囊學者。
他們有的曾給中央政治局授課，有的則擁有影響深遠
的研究成果。他們能夠直接參與中共十八大這一最高
層次的政治活動，是中央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
體現。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三十日電】

深圳去年三公支出6.25億

在中共即將迎來十八大換屆之時，財經
網30日刊出鄧聿文的署名文章《胡溫的政治
遺產》。文章稱，胡溫執政的10年奠定了一
個好的物質基礎，嘗試了一些制度改革，但
執政黨和政府在面對社會問題和群體事件時
受到的挑戰，需留給繼任者努力。

奠定良好物質基礎
作者鄧聿文為中共中央黨校主管媒體

《學習時報》的副編審。《學習時報》曾刊
登許多開內地改革風氣之先的文章，如《民
主是個好東西》。

鄧聿文在文章中稱，從 2002 年到 2012
年的10年，是胡溫執政的10年。這10年成
就非常巨大，包括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
二、科學發展觀及和諧社會等新發展理念的
提出、政務公開有了初步推進、入世十年對
外開放、社會建設取得初步成效、城市化進
程快速發展與國際地位增強等。

對於胡溫執政10年中出現的問題，鄧聿
文也不諱言。他認為，網絡及以網絡為依託
的新媒體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生
態，極大地催生和提升了大眾的民權意識，
從而對執政黨和政府的控制與治理構成了挑
戰。

適應民權意識提升
鄧聿文表示，執政黨和政府，特別是基

層政府，在這種變革面前還不適應，還在用
一些 「前現代」的管理手段和方式來應對日
益增加的權利要求，這是當前社會問題和群
體事件頻發的主要原因。

鄧聿文稱，胡溫執政的這10年，為中國
未來的發展與進步奠定了一個好的物質基礎
，並嘗試了一些制度改善，但亦有很多事情
或問題因受各種條件的 「鉗制」而未能完成
和解決，只能留給繼任者去努力。

（中通社）

特稿 內媒總結胡溫治國十年

【本報實習記者周琳北京三十日電】隨
着十八大的臨近，北京警方加強天安門廣場
和人民大會堂周邊的安保力度。記者今日走
訪兩地，發現在廣場東西兩側，每隔五十米
就設有執勤的武警和公安。同時，為了迎接
十八大及即將到來的國慶節，天安門廣場也
陸續啟動翻新工作。

記者坐地鐵前往天安門廣場，發現天安
門西及天安門東兩站地鐵安檢嚴格。走出地
鐵，進入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每兩百米
處就有武警及公安把守，有一名背着黑色大
包的男子經過，立刻被要求停下檢查。

在連接天安門及人民大會堂的地下通道
，兩端各有武警站崗，並有近十名武警巡邏

，而在天安門入口處所有人都要過包安檢。
為了以嶄新的面貌迎接國慶和十八大的

到來，天安門城樓的照明燈已更新。從8月
22 日起，天安門廣場周邊護欄就開始了重
新噴刷工作。記者在天安門廣場看到，新噴
刷的護欄呈金黃色，顯得莊嚴大氣。而天安
門城樓及人民大會堂附近的華燈燈架也圍起
護欄，準備進行翻新工程。人民大會堂對面
的國家博物館周圍的地磚也開始翻新。

據了解，進入9月後，天安門廣場和城
樓將啟動一年一度例行的粉刷和設施改造工
程。屆時，天安門城樓將暫時被蒙上綠色的
「面紗」，以便施工人員為受風雨侵蝕了一

年的外牆進行重新裝扮。

北京擁有眾多學術科研機構，而其中尤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等 「國字號」、 「中字頭」的機構最
為重要。他們本身都直接為中央、國務院高層服務。在十八大代表
中，就有一批來自這些機構的著名專家學者入選，如國務院發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韓俊、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方新、中國社會科學院
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
濟研究所所長蔡昉，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方金英、國防
大學信息作戰研究所所長郭若冰等。

為政治中樞授課
自2002年以來，中央政治局共舉行了77次集體學習。作為中

國的政治中樞，中央政治局的學習內容，往往被外界視作釋放政策
信號的途徑。而為政治局講課的專家，則無可爭議成為中央智囊學
者。十八大代表中，就有多位曾擔此重任。

譬如，蔡昉曾於2010年12月和2012年2月，兩次為政治局的
集體學習講課，主題分別是 「推動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及 「實
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他因而成為極少數曾多次給政治局講課
的學者之一。韓俊曾於 2009 年 1 月主講 「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
路研究」。張宇燕曾於 2004 年 2 月主講 「世界格局和我國的安全
環境」。

直接參與高層決策調研
2003年，第十屆全國人大首創 「專職常委」，吸納10位知名

專家，這被認為是全國人大加強自身專業化建設、提升立法水平的
重要標誌。時任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的方新
，就是10名專家之一。幾年後，方新升任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
。而2008年，十一屆全國人大進一步吸收學者參加常委會，蔡昉
得以入選。在全國人大任職期間，他們直接參與了有關科技、就業
、社會保障等方面的調研工作。

國防大學教授郭若冰是解放軍信息化作戰研究所的學科領軍人
物，並曾擔任過聯合國軍事觀察員。其在2007年完成的專著《軍
事信息學》，被解放軍全軍學術學位委員會確定為中國軍事信息理
論研究的第一部專著。

這批智囊學者作為十八大代表，能夠直接參與這一最高層次的
政治活動，是中央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一個體現。而國務院
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李景田、中國社科院
常務副院長王偉光、國家行政學院黨委書記李建華曾執掌智囊機構
的 「當家人」，也都悉數當選十八大代表。

天安門廣場安保升級

【本報記者張靖唯北京三十日電】29 日晚北京飛往紐
約的中國國航 CA981 次航班接到安全威脅的消息後返航。
經嚴格安全檢查並調換飛機後，於北京時間今日凌晨0時31
分，經美方同意後，再次從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飛往紐約。首
都機場公安分局否認飛機返航是因為機上有外逃貪官這一說
法。

大公報記者今日向首都國際機場新聞中心求證，CA981
航班在起飛7小時後返航降落至首都機場，機上共325名乘
客。此次返航並非機械故障，而是該航班在飛行途中接到安
全威脅的信息，消息來自美方。接到國家安全部門信息後，
執行返航任務。

另據法制晚報報道，針對飛機接到受 「威脅」信息後，
為何沒有就近迫降？國航表示，由於波音747屬於大型飛機
，並非所有機場都適合降落，返回首都機場更有利於警方調
查。所以根據空管部門的要求，飛機返航。

針對有傳言稱，在安全威脅之外，機上有 「外逃貪官
」也是返航的原因之一？首都機場公安分局表示，並沒有
貪官。

據乘坐該航班的多名乘客描述，飛機降落後，多輛警車
已經在機場停機坪等候，乘客下機後，首都機場安保部門調
配200多名警力進行兩輪全面排查。

對於首都機場日後將加強安保措施，機場相關人員並未
給出明確答覆，但表示十八大等重大政治活動即將到來，作
為國門的首都機場將會例行加強安保。另外，公安機關也正
在對此事嚴密追查，將對違法行為堅決打擊。

受威脅消息來自美方
公安否認國航機載外逃貪官

公務接待費公務接待費
1.281.28億億

公務用車購置及公務用車購置及
運行費運行費4.684.68億億

因公出國（境）因公出國（境）
費費0.290.29億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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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三十日電】深圳市首次公開本級
各預算單位的 「三公」經費，公車花費佔七成五。對此，市
人大內務司法委員吳立民今日受訪稱，深圳在公開 「三公」
經費的同時，應加快對公車改革的步伐。

吳立民說，深圳政府的 「三公」經費主要集中在公車領
域，一輛公車一年開銷約4至5萬元。但據其透露，目前深
圳公車真正用在公務上的不到1/3。

自 1994 年深圳政協提倡公車改制至今，深圳公車改革
只見打雷，不見下雨。今年喊得最兇的深圳公車按牌號尾數
每周少開一天，至今只是空談。

目前，珠三角區域已有廣州、珠海、佛山、惠州、東莞
、中山6市實行了公車改革。有深圳政府消息人士稱，改革
最遲明年年內啟動，將採取貨幣化補貼模式。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三十日電】深圳公布 「三公」經
費由於缺乏明細，引發爭議。公共預算觀察志願者吳君亮受
訪稱，深圳公布的2011年 「三公經費」有四大 「缺陷」。

一是時間滯後。今年6月，國家部委集體曬 「三公」，
北京、上海、廣州一線城市緊跟其後，深圳直至今年才首次
公布，不符合改革先鋒形象。

二是公開政府預算的面積、範圍狹小。深圳公布的 「三
公」經費中，只有決算，沒有預算，無法確定政府三項經費
的超支違規情況。

三是信息詳細程度不夠。深圳各個政府機構的具體 「三
公」經費開支數字不明。同時，相比北京公布具體公車車輛
數字，深圳公車數量迄今為止仍然是暗箱裡的謎團。

四是沒有公費標準。內地已有城市公布具體一輛公車的
每年維護費用，但深圳去年公車支出達 4.68 億元，卻欠缺
具體執行標準。

三公帳本存四大缺陷

深圳或明年啟動公車改革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三十日電】備受關注的深
圳 「三公」經費支出終於揭開神秘面紗。據市財政委
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深圳市 2011 年度 「三公經費
」總支出合計6.25億元，其中公車花費最高，為4.68
億元，佔 「三公」經費總支出的約75%。但此次公布
的 「三公」經費未有詳盡數據，亦被批評是一筆糊塗
帳。

公車花費超七成
去年以來，北京、廣州等城市均已實現 「三公」

經費公開並細化到各部門，但深圳市各級政府部門預
算雖已基本全部公開， 「三公」經費信息卻始終沒有
，一度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

據公布的 2011 年度深圳市本級各預算單位的
「三公」經費顯示，深圳市本級政府機構會務接待費

達 1.28 億元，而公務員出國（境）經費一項為 2900
萬元。

深圳政府公布的 「三公」經費缺乏詳細數據，被
批 「不給力」。深圳社科院社會發展所長楊立勳就稱
，官員出國經費達 2900 萬元，卻欠缺出國考察的相
應單位及批次，不能讓民眾監督是否涉及貪腐。

公共預算觀察志願者吳君亮則直言，此次只公布
了深圳全市 「三公」經費的總額，數字是光禿禿的，
這 6.25 億元的支出到底是來自多少個政府機構，卻
無法從報告中看到。

對比北京、上海、廣州一線城市，深圳的 「三

公」經費總數雖然最低，但發布時間最遲，最不透
明。吳君亮稱，廣州市有 41 個政府機構公開 「曬帳
本」，北京則公布政府公車的具體數量，而這些在
深圳政府仍是秘密。據悉，2011 年，北京 「三公」
經費支出 8.64 億，上海支出 9.43 億，廣州支出 7.5
億。但北京及上海均是省級直轄市，廣州市則是廣
東省行政中心城市，公務人員及公車配備標準高於
深圳。

市人代籲分時段公布經費
深圳市人大內務司法委員吳立民今日受訪亦批評

稱，深圳市人大在督促政府公布 「三公」經費時發現
，有個別政府機構部門將出國考察費用及公車費用偷
偷併入 「辦公經費」。但由於深圳政府沒有公布詳細
的經費開支，令市民不清楚官員是否在 「亂花錢」。

另據深圳市財政委透露，近年來深圳市 「三公」
經費支出呈大幅下降趨勢，2009 年黨政機關公款出
國（境）支出在2006-2008年平均數基礎上壓縮20%
，車輛購置及運行費用支出在2006-2008年平均數基
礎上降低 15%，公務接待費支出在 2008 年基礎上削
減10%。

對此，吳君亮表示，深圳政府應公布預算，否則
壓縮 「三公」經費的說法只是自說自話。吳立民亦建
議，深圳政府除在年初公開 「三公」經費的預算之外
，年中、年底則在媒體公開具體的執行情況，方便民
眾監督公費使用的整個流程。

【本報記者廣州三十日電】有關前廣州市委書記張廣寧
及其秘書自殺的消息，近期在網絡風傳，昨日更傳出其涉及
的廣州亞運項目 「被雙規」信息。但廣州各大官方媒體今早
發布了張廣寧出席今天上午舉行的廣東省司法行政系統相關
報告會的報道。有官媒更專門配圖，圖中的張廣寧臉色和精
神均不錯，並跟其他與會人員交談。

今早 9 時 38 分左右，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發
布題目為 「原市委書記張廣寧上午出席司法行政系統會議」
信息，全文內容為 「今日上午，全省司法行政系統踐行政法
幹警核心價值觀先進事跡報告會在廣州舉行。省委副書記、
省政法委書記朱明國，原省委常委、原廣州市委書記張廣寧
出席報告會。」

隨後《羊城晚報》於11時35分許也以 「朱明國張廣寧
出席司法幹警先進事跡報告會」為題進行報道，並配圖。圖
中的張廣寧以白色襯衣、黑色西褲亮相，精神看起來不錯。
他跟在朱明國之後，並與旁邊的與會人員攀談。有廣州政界
人士說，張的亮相，估計跟近期有關其自殺或 「被雙規」等
傳聞有關，以實際行動現身 「闢謠」。

名列十八大代表名單
現年59歲的張廣寧，1996年由任廣州鋼鐵集團公司董

事長等 「一把手」職務轉入仕途，先後任廣州市副市長、市
長等。2010年3月，他出任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市委書記
。去年12月16日，廣州市召開領導幹部大會，宣布中央和
廣東省委決定：張廣寧不再擔任廣州市市委書記，另有任用
。今年 5 月 13 日，廣東省委十一屆一次全會召開，他也未
能連任新一屆省委常委。

美女主播否認與張結婚
之後，官方都未公布張廣寧的新去向。但在 8 月 13 日

新華網公布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單
》中，他名列其中。而近期有關張廣寧及其秘書自殺的消息
在網絡風傳，8月29日更傳出他因被 「雙規」，攜妻子 「跳
樓」的消息；同日，廣州電視台美女主播張小莉發聲明回應
此前一度傳得沸沸揚揚的與張廣寧低調結婚事件。聲明明確
否認與張廣寧結婚，並希望隱私得到尊重。

缺詳細數據 被批不給力

總支出：6.25億

▲內地媒體指出，以網絡為依託的新媒體徹底改變了中
國社會的生態，對政府的治理構成了挑戰。圖為人民日
報於上月中旬推出的官方微博，目前粉絲已近百萬

網絡圖片

現身闢謠官媒齊報道
張廣寧自殺傳聞不實

▲《羊城晚報》30日刊出的張廣寧（左二）參加廣東省
司法行政系統相關報告會的照片，左三為朱明國

網絡圖片

▲天安門廣場近日陸續啟動翻新工作。圖為遊客在天安門一建築圍板前照相 美聯社

▲▲

深圳至今未公布公車數量深圳至今未公布公車數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