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陝安監局長違紀被撤
車禍現場微笑 佩戴多款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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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新社記者21日從中共陝
西省紀律檢查委員會獲悉，陝西省安監局
黨組書記、局長楊達才存在嚴重違紀問題
，依據有關紀律規定，經陝西省紀委常委
會研究並報經省委研究決定：撤銷楊達才
陝西省第十二屆紀委委員、省安監局黨組
書記、局長職務。

「微笑局長」楊達才事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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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

9月21日

（鄭曼玲整理）

楊達才在延安致36死車禍現場，因面含微笑被
人拍照上網，招致網友不滿，隨後又被發現曾先
後佩戴五隻名表，捲入爭議漩渦

楊達才通過微博訪談回應質疑，稱平生只買過五
隻名表，皆用合法收入購買。但網民旋即 「人肉
」 出他總共戴過11塊名表，戳穿其謊言

陝西省紀委稱已派員調查楊達才

湖北三峽大學在校生劉艷峰向陝西省財政廳寄送
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表，申請公開楊達才2011年
度工資

楊達才接受媒體採訪稱其年收入十七八萬元，常
與兒子換表戴

楊達才再次成為網民 「人肉」 焦點，其 「手鐲」
和眼鏡乃至皮帶被網民用圖一一呈現，某知情網
友稱，楊達才的眼鏡疑似價值十萬以上

陝西財政廳答覆大學生劉艷峰稱楊達才工資不屬
於其公開範圍

陝西省紀委稱楊達才嚴重違紀被撤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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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哥」楊達才倒下了，他或許創
造了官場上 「最昂貴微笑」的紀錄。消
息傳來，網民爭相在微博上奔走相告，
分享這一 「喜訊」。的確，此次網民們
花費近一月時間，用盡九牛二虎之力，
方將體形肥碩的 「微笑表哥」從局座位
置上拉下馬，可算是繼扳倒 「天價煙」
局長周久耕之後的又一起網絡反腐的典
型案例。

從具體事件來看，這的確是屬於網
民們的勝利。它從曝光到查處，沿襲了
以往網絡反腐的 「路線圖」：網民發帖
─網友頂帖─形成熱點─媒體追蹤─事
件放大─政府介入─真相大白。可以說
，楊局長以及之前的多位貪官被網民成
功扳倒，顯示出網絡反腐日益強大的肅
貪威力，也印證了微博等新興媒體正成
為舉報成本最低的反腐利器。

然而，這種勝利的背後卻有諸多問
題值得反思。像楊達才這樣的官員，其
衣食用度，下級、同僚、上級等天天可
見，各級紀委、監察部門也環伺在旁，
卻都一直視若不見，須遠隔千山萬水的
網友們通過幾張圖片 「發現」其問題，
紀檢部門才出面查實。這種 「民不舉官
不究」的行政惰性，本身就是滋生孕育
腐敗的官場環境。另外，戴名表、抽名
煙固然是貪腐官員的表象特徵，但那些
表面上衣着樸素、生活節儉的官員卻也
未必一定清廉，試問那些行事低調但妻
兒外逃、財產隱匿的 「蛀蟲」，單靠網
民 「人肉」，又如何能揪得出來？也因
為如此，一些體制內人士甚至為楊達才
叫屈，認為在普遍貪腐的環境中，他只
是 「運氣不好」，栽倒在網民的唾沫
中。

加強源頭治理最關鍵
如此看來，僅靠 「意外」，難以 「反腐」，只有

「人肉」，也難以 「監督」。網絡反腐和「情婦反腐」
， 「小偷反腐」一樣，存在極大偶然性，缺乏制度性
的張力，它也許能帶給人們一時的快感，但無助於解
決根本問題。其實，對於這種方式官員要應付起來也
很容易， 「表哥」事件之後，開會不抽名煙、應酬不
戴名表、上班不開名車或許就會演化成官場 「新警示
」，而網民與官員也會陷入一場 「藏寶」與 「鑒寶」
的持久戰，形成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反腐怪圈。

事實上， 「意外反腐」形式近年來之所以受到關
注和追捧，其根本原因正是中國傳統行政模式的不公
開和不透明，造成公民知情權的不足，導致監督權的
缺損。要解決這些問題，最關鍵是要加強源頭治理，
完善權力監督體系，真正用法治馴服權力，使腐敗無
處藏身、尋租無空可鑽。然而，與民間反腐熱情井噴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相關制度建設的嚴重滯後。最典
型的莫過於，成效勝過無數 「人肉搜索」的《公務
員財產申報法》，自1994年全國人大列入立法項
目以來，醞釀近二十年，卻至今難產。這些
問題一日不解決， 「表哥」楊達才雖然
倒下了，但就難保沒有 「眼鏡哥、皮帶
哥、皮鞋哥」繼續出現。 時時評評

曼玲

據中新社二十一日消息：因為在今年8月，陝西
發生一場造成 36 人遇難的特大車禍，一名官員被網
友發現在車禍現場面帶微笑，引起軒然大波。後來網
友發現，該官員是陝西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局長楊
達才。有網友搜集了有關楊達才出席各種活動和會議
的公開報道，將這些圖片對比發現，楊在出席不同的
活動時，經常更換自己的手表，至少有 5 塊不同的
表。

網友：「表哥」一身都是寶
楊達才此後通過微博回應自己確實擁有5塊名表

，但均為其個人合法收入購買。可是隨後網友爆料，
他的名表總數已達 11 塊之多。其中高級手表 5 枚，
每塊價值萬元以上，最高達20-40萬（人民幣）；因
其手表眾多，楊達才被網友稱為 「表（錶）哥」。之
後，網友又發現，楊達才所戴的眼鏡也價值不菲，並
指出他除了手表、眼鏡之外，還擁有各種高價皮帶，
有網友戲稱 「『表哥』一身都是寶」。

大學生劉艷峰9月1日以特快專遞的形式，向陝
西省財政廳遞交《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表》，申請公開
楊達才個人 2011 年度工資。雖然得到了官方回覆，
但劉艷峰的申請要求仍未能實現。

紀委續查其他違紀線索
記者 21 日從陝西省紀委了解到，對於陝西省安

監局黨組書記、局長楊達才在 「8．26」特別重大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 「微笑」的不當行為和佩戴多塊名表
等問題，陝西省紀委高度關注，及時進行了認真調
查。

調查表明，楊達才存在嚴重違紀問題，依據有關
紀律規定，經陝西省紀委常委會研究並報經省委研究
決定：撤銷楊達才陝西省第十二屆紀委委員、省安監
局黨組書記、局長職務。對調查中發現的楊達才的其
他違紀線索，該省紀委正在進一步調查。

有專家認為，楊達才身陷 「手表門」，對內地公
務員系統是一種警示，它將讓公務員隊伍在各種透明
的制約機制、輿論監督、法規法制的約束力量下，變
得更加健康。

當 「鄭和」艦緩緩靠
上碼頭時，310 名海軍官
兵昂首佇立於甲板之上。

在歷經158天風浪洗禮過後，他們等待着祖國的
檢閱。一張張俊朗的臉龐中，13 名來自大連艦
艇學院的女學員格外搶眼，她們有着一個響亮的
名字── 「鏗鏘玫瑰」。

作為海軍首批合訓艦艇指揮專業的女學員，
13 名參加環球航行遠洋實習訓練的女學員不僅
訓練標準和男學員一樣，在訓練科目上也與男學

員一樣多。讓隨艦出訪的韓國特戰隊員佩服不已
的女學員胡櫻芝，兩分鐘內完成108個仰臥起坐
。看上去有些瘦弱的汪靜，和男學員同台競技中
毫不示弱，在專業技能比武中位列全體第六。在
專業技能上，她們的表現無疑最具說服力。

軍容嚴整、外語流利、舉止得體，這是隨船
女學員留給人們的第一印象。在厄瓜多爾訪問時
，女學員李敏被當地媒體稱作 「最美中國笑臉」
；引導員汪夢西也曾被國際友人稱作 「代表中國
當今形象」。

「鄭和」號起航伊始，還有人在質疑這群女
學員能否經歷住考驗，但今天，她們用事實說明
了一切。在未來馳騁大海、破浪前行的軍艦上，
這群鏗鏘玫瑰一定會綻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本報大連二十一日電】

【本報訊】新華社大連二十一日消息：圓滿完成 「和諧使
命─環球行」任務的 「鄭和」艦21日上午返抵旅順某軍港。
這次歷時158天的環球行創造了人民海軍歷史上首次以學員為
主體的出訪、首次單艦環球航行訪問、出訪國家最多、歷時最
長等多項紀錄。

沿鄭和足跡宣傳和諧思想
中央軍委委員、海軍司令員吳勝利到碼頭迎接。吳勝利指

出， 「鄭和」艦環球航行，是一次重要的軍事外交活動。出訪
官兵牢記重託，沿着鄭和七下西洋的足跡，廣泛宣傳胡主席建
設 「和諧世界」 「和諧海洋」的重要思想，傳播中國人民、中
國軍隊愛好和平、追求和平的美好願望，實現了尋跡之旅、宣
傳之旅；環球訪問突出加強與世界海軍的交流，展現海軍院校
學員開放自信的形象，廣泛開展遠洋訓練，鍛煉提高學員遠海
航行能力素質，實現了友誼之旅、鍛煉之旅；首次以訓練艦為
平台，以學員為主體遂行環球訪問任務，中外海軍學員同吃、
同住、同訓練，創造了海軍單艦遠航訪問和外事交流的多項紀
錄，實現了環球之旅、創新之旅；出訪官兵牢記使命，勤學苦
練，戰風鬥浪，忠於職守，保證了艦艇高強度連續安全航行，
實現了收穫之旅、安全之旅。出訪官兵以實際行動為海軍建設
做出了突出貢獻，為祖國和人民贏得了新榮譽，必將載入人民
海軍的史冊。

半年航程3萬里登艦2萬人
「鄭和」艦於4月16日從旅順出發，航程3萬餘海里，跨

越六大洲，航經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穿越蘇伊士、巴拿
馬運河，通過馬六甲、直布羅陀海峽等世界主要海峽和水道，
先後到訪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吉布提、意大利、西班牙、
加拿大、牙買加、厄瓜多爾、法屬波利尼西亞、湯加、澳洲、
印尼、文萊等14個國家和地區，受到到訪國政府、軍隊和民
眾的熱烈歡迎，2萬餘人登艦參觀。

環球航行期間， 「鄭和」艦官兵與到訪國海軍開展了學術
交流、參觀見學、文藝演出、體育比賽等多項友好交流活動，
並分別與馬來西亞、意大利海軍舉行了聯合演練，組織美國、
法國、巴基斯坦等9個國家的海軍學員、軍官分航段隨艦參加
訓練。

鏗鏘玫瑰 海上綻放
本報記者 宋 偉

側記

跨六洲越三洋創海軍紀錄

鄭和艦完成環球行歸來

【本報訊】據中新社武漢二十一日消息：武漢鐵路局
21 日晚發布消息稱，國家鐵道部當日正式批覆京廣高速鐵
路鄭（州）武（漢）段於 9 月 28 日開通運營，運行速度為
300 公里每小時，至此，往來武漢、鄭州兩座城市間僅需
116分鐘，首次降至兩小時以內。

據武漢鐵路局負責人介紹，京廣高鐵鄭州至武漢段（簡
稱 「鄭武高鐵」）是中國 「四縱四橫」主骨架快速鐵路網中
北京至廣州至深圳高速鐵路的重要組成部分，營業里程為
536公里，設計時速350公里，初期運營時速300公里。

華中與珠三角高鐵首次聯網
鄭武高鐵在武漢站與武（漢）廣（州）、廣（州）深

（圳）高鐵相連，為今年年底前（北）京廣（州）高鐵全線
貫通奠定基礎。同時，實現與鄭（州）西（安）、合（肥）
武（漢）、（武）漢宜（昌）等客運專線銜接，在華中地區
形成武漢至長沙、合肥、鄭州、西安等地的高效便捷客運通
道，並首次實現華中地區高鐵線路與長三角、珠三角和西北
地區高鐵的聯通成網。

根據 21 日公布的信息顯示：鄭武高鐵開通初期，每天
有 20 對動車往返於武漢與鄭州之間，最快車次往來兩地僅
需116分鐘，與以前相比時空距離縮短了3小時。此外，還
有 16 對列車跨武廣高鐵運行，多趟列車從武漢運行至西
安。

鄭武高鐵開通刺激了武漢的旅遊市場。當天有眾多民眾
前往旅行社打探國慶長假出遊目的地，其中鄭武高鐵及其連
接線路的沿線成為熱點。

京廣高鐵鄭武段28日運營

▼楊達才（圈中
者）在車禍現場
微笑的照片在互
聯網上掀起軒然
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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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廣高鐵鄭州至武漢段即將開始運營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