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部制實施逾兩年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星期四A10中國新聞責任編輯：陸智豪

深圳29個市級政府部門近兩日集體公
布 「三公經費」 。在目前公布的部門中，
有1/3左右公車費用佔超過八成。儘管各
部門的公車使用情況，有不少令人費解之
處，但仍有多達20個政府部門以 「費用不
夠花」 為由提出增加預算。與此同時，記
者對比深圳推出大部制改革兩年來的一些
政府部門預算經費後亦發現，深圳大部制
改革減了部門卻未減開支。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十九日電】

■唯冠資不抵債破產

簡訊

廣東省自今年2月份以來開展 「三打兩建」專項行動，
在清除保護傘、改善治安等方面取得階段性成效。廣東省
「三打」辦副主任張慶宏19日表示， 「三打」有效改善了

地區治安，今年1至8月全省案件總數同比下降8.5%，其中
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7.8%。下階段工作將以 「兩建」為主，
但 「三打」仍會貫穿全年。

此外，據不完全統計，自 「三打」開展以來，廣東被
「雙規」或 「雙開」的廳級官員多達32名，超過了2011年

廣東全年31名廳級官員 「落馬」的總數。
（本報記者王悅）

■粵首8月案件減近1成

廣東省公安部 19 日公布，自 3 月以來全省共破經濟犯
罪案件1.5萬多宗，追回經濟損失47.8億元。其中，廣州警
方在24小時內破獲一宗特大信用卡詐騙案，抓獲犯罪嫌疑
人張某、吳某及其同夥，挽回經濟損失596萬元。

據廣東省公安廳經偵局副局長李善雄介紹，3月1日至
8月31日，全省共立經濟犯罪案件24983宗，為去年的225%
；破案逾1.5萬宗，為去年的230%；其中移送審查起訴犯罪
嫌疑人逾2.6萬名，追回經濟損失47.8億元，製假售假、商
業賄賂、傳銷、假幣、虛開增值稅發票等犯罪活動作為重點
打擊對象。 （本報實習記者吳琰）

■粵半年破1.5萬經濟案

【本報記者張春寧哈爾濱十九日電】造成至少8
人死傷的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8．24」塌橋事故，哈
爾濱當局組成的事故調查組今日公布調查結果，認定
出事的陽明漢大橋匝道橋當時4輛車嚴重超載，以致
匝道傾覆、4輛車翻落地面，造成3死5傷。

事故發生後，事故調查組請黑龍江省住建廳出面

、國家住建部有關部門幫助推薦國家級橋樑設計大師
和知名專家7人組成專家組對傾覆匝道進行認定。專
家組於 8 月 26 日分析認定匝道傾覆是由於車輛超載
造成的。

8月29日，事故調查組委託哈爾濱開發區明矩工
程質量檢測有限公司，對三環路群力高架橋洪湖路上
行匝道工程橋樑的墩柱幾何尺寸、墩柱鋼筋保護層厚
度及鋼筋間距、墩柱及蓋樑的混凝土強度、墊石的混
凝土強度和鋼筋直徑規格等指標進行了檢測，認為各
項指標均符合設計要求。9月4日，事故調查組又委
託國家建築工程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對傾覆匝道再次進
行了檢驗檢測，亦發現各項指標符合要求。

4車超載近2倍肇禍
根據專家組分析意見、檢測檢驗機構檢驗結論和

調查組調查取證認定，塌橋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王志武
駕駛超載貨車，潘慶、張會波、劉國東駕駛擅自改變
機動車外形和技術數據的嚴重超載車輛，在121.96米
的長樑體範圍內同時集中靠右側行駛，造成匝道鋼混
連續疊合樑一側偏載受力嚴重超載荷，而導致匝道傾
覆。調查結果顯示，事故中的4台貨車均屬非標車輛
，核載總量為102.135噸，實載總量為395.4噸，總超
載為293.265噸，車貨總重485.185噸。

經過調查取證，調查組認定了事故責任人和責任
單位並提出了處理建議，經哈爾濱市政府專題會議研
究決定：對肇事車輛相關人員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行為，移送哈爾濱市公安交管部門依法處理。至
於事故中涉及執法人員疏忽，亦作出追究︰雙城市交
警大隊蘭陵中隊和新興中隊以及哈爾濱市公路管理處
在事故中的責任問題，交由市監察局依據《哈爾濱市
行政問責規定》嚴肅問責；對吉林省德惠市路政段在
超載貨車處罰過程中，沒有按規定採取卸載措施的問
題，將呈請黑龍江省交通運輸管理部門向吉林省交通
運輸管理部門通報情況，並由其依據有關規定調查處
理。

媒體質疑 「超載論」
一條耗資十八億元、建成僅一年多、曾申報 「魯

班獎」的大橋，竟因超載而倒塌，有內地媒體對此結
論表示質疑。綜合而言，有幾項疑點仍有待澄清︰第
一、大橋的承重標準為何？第二、此前有報道稱，記
者事後發現該橋的內部鋼筋沒有綁紮，違反國家的路
橋建築行業相關規定和工藝標準，而箱樑上的鋼筋直
徑屬於12毫米、而非國家規定的18毫米，報道是否
屬實？第三，是否如外界所說，該橋的監理單位曾被
亮紅燈警告整改過？

哈爾濱塌橋調查有結果
四車超載同時右駛肇禍

據介紹，29 個政府部門三公經費總支出逾 3.87
億元，其中以交警局及市場監督管理局以 6590 萬和
5025 萬元名列前兩位，而兩部門公務車輛數量更佔
整體的四成七。

市監局公車超交警
在公務車使用方面，29 個政府部門共使用逾

4700 輛。耐人尋味的是，負責食品安全的深圳市場
監督管理局擁有 1106 輛公務車，其中執法執勤用車
813 輛，超過了交警局含有 229 輛拯救車在內的 993
輛的公務汽車。

深圳市場監督管理局去年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
支出決算 4457.76 萬元，佔 88.7%，今年擬再增加
129.74萬元作公車購置及運行預算。不少深圳市民質
疑，近年食品問題頻發，連曝幾宗地溝油大案，尤其
在寶安、龍崗等關外地區地下屠宰場、煉油廠的產品
流入市場，卻難見執法車蹤影。

年花銷量差距大
公車花銷開支另一引起質疑的是，一輛公車年均

花銷標準竟相差高達2.4萬元。深圳市民政局公車均
開支3.38萬，而深圳市統計局每輛開支卻達5.9萬元
。對此，深圳市統計局解釋稱，因部分車輛使用年期
較長，質量較差，且長距離出行調查任務多，增加了

車輛的維修費用。但記者查閱其他政府部門， 「車齡
長」的問題非統計局獨有，似乎很難解釋該局在公務
車方面的龐大支出。

另一項引起記者注意的是，財政委、消防局、人
居委等半數政府部門在公務接待費用中列明有大運接
待，但未列明具體花費項目，令人感覺是筆糊塗帳。
例如深圳市財委被問及為何去年公務接待費支出
85.46 萬元，佔三公總支出比率遠高於平均水平時，
即以深圳舉辦大運會、文博會為 「擋箭牌」，卻未有
進一步解釋。

20部門追加經費
自 2009 年開始，深圳提出對 「三公經費」支出

進行大幅壓減，並實施動態監管和規模總控。還特別
針對公款出國、公車運行以及公務接待等費用支出提
出來壓縮量化指標。2010 年，深圳推出大部制改革

，政府機構減少三分之一。深圳市政府方面表示將採
取各種措施，建章立制、嚴格預算，以進一步壓減這
些支出水平。但從已公布的 29 個部門的統計情況上
看，不少部門三公經費卻是不降反升，甚至有 20 個
部門因為錢不夠花，提出增加預算。

要求加錢的政府部門各有原因，可謂五花八門，
有些理由令人費解。例如深圳市人居環境委要求增加
36.83萬元，用於因公出國（境）費，其原因是2011
年度香港人居環境建設與環保執法管理研究考察計劃
推遲至2012年開展。

深圳人居委在給出希望增加費用的原因中特別提
到，深圳大部制改革後，人居環境建設工作一直是國
內省市政府部門機構改革調研的重點。經測算，預計
國內相關單位和部門來深調研、考察的次數會有一定
程度增長，因此編制公務接待的預算較上年增加。

深三公經費反增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十九日電】今天召開的
深圳市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新聞發布會上，深圳
市政府副秘書長吳德林透露，深圳市將於 2012 年底
前完成碳交易市場建設，2013 年初正式開始碳交易
。目前，26個行業800家企業被納入強制減排。

2011 年 10 月國家發改委印發《關於開展碳排放
權交易試點工作的通知》，正式啟動了我國的碳交
易試點工作。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慶市、
湖北省、廣東省及深圳市成為國家碳交易試點省市
。深圳市是當中唯一的計劃單列市。

「十二五」期間深圳 「十二五」的碳強度下降
的目標是21%。為實現這一目標，在設計碳交易體系
時，將把碳強度目標層層分解至強制減排企業。深
圳目前納入強制減排的 800 家企業涉及 26 個行業，
其合計碳排放佔深圳 2010 年碳排放總量的 54%。全
部電力企業，以及年度碳排放量兩萬噸以上的工業
企業已經全部納入，之後會逐步擴大。

完成排放權交易所增資
深圳處在城市化和工業化後期，工業能耗增長

的速度降低，建築能耗上升且逐漸成為能耗重點領
域。深圳市政府副秘書長吳德林稱，深圳碳交易體
系既要控制重點能耗企業的碳排放總量，也要控制
建築能耗的增長。因此，在深圳間接碳交易市場中
，考慮專門設立建築碳交易板塊。他透露，目前已
完成了深圳排放權交易所的增資，增資後，深圳排
放權交易所註冊資本由原來的 1500 萬增加到 3 億元
，成為全國註冊資本規模最大的排放權交易所。交
易規則的制定，交易支撐系統的設計均已完成，目
前正着手交易系統、註冊登記系統和信息管理系統
等支撐系統開發的招標工作。

據了解，納入強制減排的800家企業的碳排放核
查工作將在未來三個月內分期分批完成。近日，深
圳啟動了對第一批100家企業碳排放情況核查的培訓
工作，近800家重點碳排放企業屬於強制減排企業，
必須接受市政府碳排放主管部門委託的第三方核查
機構進行的碳排放核查，必須對超出配額的碳排放
從碳交易市場購買配額或碳減排量來履約，否則將
接受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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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上月底深圳首次公布全市 「三
公經費」支出後，深圳有近29個部門
近兩日均在各自官方網站的 「信息公
開」欄目中公布了自己的帳目。從表
面上看， 「三公」經費公開到部門，
應該算是邁出了一大步。但習慣事事
與香港對比的深圳人，從有關部門公
開的帳本上還是看出問題和差距。

公車費用為什麼那麼高？為什麼
還有那麼多部門聲稱錢不夠花還要加
錢？尤其令人費解的是政府部門減少
了，錢卻沒少花。同樣的事情怎麼到
了港人手裡則不需要花那麼多錢？

根據上月底深圳市公布的三公經
費數據顯示，2011年度深圳三公經費
6.25 億元，其中公車消費佔三公總支
出的 74.88%，達 4.6 億元。而香港去
年公車預算總額僅為 1.7 億港元，折
合人民幣不足1.4億元。

深圳對公車的具體數量一直諱莫
如深，有媒體預測到三萬之眾，目前
已經公布的29個政府部門中公車總數
為 4700 輛，加上尚未公布的 12 個部
門，有人估算，僅深圳市屬政府部門
公車數量約在一萬輛左右，目前，香
港政府物流服務署負責管理港府全部
只有6300多輛公車。況且香港的公車
近年呈逐漸減少趨勢，而深圳多個部
門迄今還在爭取政府經費增購公車。

居高不下的公務接待飽受民間詬
病。目前深圳的公務接待費用始終披
着神秘面紗，接待標準和詳細清單欠
奉。不僅如此，很多政府部門仍不斷
提出追加公款接待費用，要求追加的
理由令人難以理解。比如深圳市衛人
委要求追加公務接待費預算的理由是
因為外地來深考察交流公立醫院改革
、藥品零加成等醫療體制改革情況的
批次、人數增加，成為改革樣板就要
增加接待費用，這二者聯繫起來的關

係實在勉強。
對比香港，在接待費方面，香港各部門費用及

接待標準有詳細規定。港府公布去年禮賓處與政府
新聞處的接待費合共只有793.7萬港元。而深圳一個
政府部門的接待費用動輒數百萬元。

在深圳市人居委的三公經費預算中，今年新增
計劃主要是2011年度香港人居環境建設與環保執法
管理研究考察計劃推遲至2012年開展，這也意味着
，僅僅是到鄰居香港的考察，將要花費近 5 萬元。
而近鄰香港到深圳考察的花費則不過千元。

香港一直是深圳向國際接軌的效仿榜
樣，現在最令深圳市民期待的是，什麼
時候深圳政府部門的公款消費向香港
的低標準看齊？深明年試辦碳交易

800企業被強制減排

廣東省高院十九
日發布消息稱，廣東
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富
邦保險申請唯冠公司
破產清算案進行終審
宣判，裁定由深圳市
中級法院受理此案。

此前，富邦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因
唯冠科技有限公司無
法清償到期債務，曾
向廣東省深圳市中級
人民法院申請其破產
清算。但唯冠公司認
為其名下 「IPAD」商
標價值巨大，可以清
償債務，不同意進行
破產清算。3月份，深圳中院經審理後裁定，因登記在唯冠
公司名下的 「IPAD」商標價值尚未確定，無法認定其缺乏
清償能力，對富邦保險的申請不予受理。 （中新社）

▲雖然深圳29個政府部門公開了 「三公消
費」 詳情，但是否用得其所，引來極大爭
議 網絡圖片

◀在公布 「三公經費」 的29個政府部門中，
有1/3左右公車費用佔超過八成，引起民眾
極大反響 網絡圖片

▲哈爾濱當局稱， 「8．24」 塌橋事故由車輛超載
造成，有媒體質疑此說法 資料圖片

▲擁有 「IPAD」 商標的唯冠最
終難逃破產命運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