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廣州市紀委常委梅河清22日表示
，網友反映坐擁多套房產的廣州市城市管
理綜合執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被稱作 「房
叔」 的蔡彬，涉嫌收受賄賂，違反規定經
商辦企業，目前已被 「雙規」 。初步查明
，蔡彬擁有房產22套，兒子也已被證實加
入澳洲籍。同日，南方日報官網報道，廣
州市準備按照廣東省的要求在南沙區開展
領導幹部家庭財產申報試點工作。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二日電】

查實房產22套 涉嫌受賄

深交通法規實施1年即修正

番禺房叔被雙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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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上海二十二日消息：22 日從交通
運輸部東海救助局獲悉，前往沖繩附近海域救援的中國 「東
海救111」輪（見上圖）已於22日晨抵達現場。截至9時46
分，64名中國遇險獲救船員已全部轉移到 「東海救111」輪
上。

20 日晚，一艘中國漁船在沖繩附近海域起火。21 日 2
點 35 分，東海救助局接報後立即指派 「東海救 111」輪
赴援。

22日7時左右， 「東海救111」輪抵達事發現場，並與
日本巡邏艇取得聯繫，協調接救遇險船員工作。船員安全轉
移後， 「東海救111」輪還將對難船進行拖救。

據悉，遇險漁船為冷藏運輸漁船 「明洋」輪，船長144
米，寬 13.6 米，12703 總噸。 「東海救 111」輪將在浙江大
陳島東南約450海里處拖救該失火漁船。

中國救援輪接回沖繩遇險船員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二十二日電】廣州國際城市創新
獎（以下簡稱 「廣州獎」）初評結果22日公布，台灣高雄
與韓國首都首爾、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等15個城市突圍而出
，入圍項目涉及城市規劃、城市建設、青少年問題、災害預
防、智慧城市、綠色城市等領域。下月中旬，將最終選出5
個廣州獎獲獎城市。

「廣州國際城市創新獎」自今年3月啟動以來，得到了
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支持，共收到來自全球六大洲56個國家
和地區153個城市共255個項目的申請。廣州獎執行委員會
副主任、廣州市副市長曹鑒燎22日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
10 月 15 日-17 日，廣州獎初評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來自
世界各地的8位技術委員會專家按照公平、公正、透明的原
則，遵循國際慣例，對參評城市和項目進行評審，評出了
15個入圍城市和30個專家推薦城市。

據了解，入圍項目都具有創新性強，實踐效果好，借鑒
意義高等特點。其中，台灣地區的 1999 高雄萬事通項目，
就清晰展示了該市致力於以照顧市民為重點的日常管理工作
。1999高雄萬事通於2007年發起，受到其他的一號通服務
啟發，又進一步致力於提升用戶滿意度和市民生活質量，引
起其他城市的濃厚興趣，紛紛前來參觀考察。廣州獎的評選
，對於廣州打造低碳經濟、智慧城市、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園
，有着積極的推動作用。

廣州獎初評 高雄首爾入圍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二十二日電】由中國證監會紀委
主辦，深圳證監局和深交所承辦的 「內幕交易警示教育展」
22 日在深圳市民中心拉開帷幕。深圳市副市長陳應春表示
，打擊和防控資本市場內幕交易行為，已經成為黨風廉政建
設和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重點內容。

深圳證監局局長焦津洪透露，2011 年以來，深圳轄區
先後有十餘家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東的相關人員因涉嫌泄露
內幕信息、從事內幕交易被監管部門調查，其中包括三家市
屬國資控股上市公司，反映出內幕交易的打擊和防控力度有
待進一步加強。

焦津洪稱，希望通過開展 「內幕交易警示教育展」的形
式，提高資本市場各主體及參與者防控內幕交易的意識，遠
離內幕交易違法違規活動，使得內幕交易成為無源之水，推
動深圳資本市場健康、規範發展。

深圳市副市長陳應春在開幕式上表示，內幕交易損害投
資者的合法權益，動搖社會的誠信基礎，嚴重破壞 「三公」
原則，是資本市場必須克服的頑疾。儘管深圳地區內幕交易
打擊和防控工作取得積極成效，但近年來，深圳地區內幕交
易案仍時有發生，打擊和防控資本市場內幕交易行為，已經
成為黨風廉政建設和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重點內
容。

深舉辦內幕交易警示展

8萬幹部兩年主動上交8億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二日電】深圳最重要
的兩部交通安全法規──2010年8月1日施行的《深
圳經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處罰條例》（以下
簡稱《處罰條例》），以及 2012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
《深圳經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條例》（以下簡稱
《管理條例》），將在本周以修正案的形式提請市五
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深圳交通安全法規
執行不到一年再修改，引來社會質疑。

罰款標準取重不取輕
《處罰條例》一直被認為是全國罰款額度最高、

最嚴厲的交通處罰條例，該條例規定，僅僅改變號牌
就可能被處以5萬元罰款；而《管理條例》自今年1
月1日實施到現在還不到一年，便再次啟動修改程序
，頗有朝令夕改之感。

修正案中一項重要修改內容就是統一兩部交通法
規的交通處罰 「口徑」，只保留處罰力度更大的條款
。據透露，統一處罰口徑將令一些交通罰款執行額度
有分歧的項目增加一倍至五倍。如 「行人翻越道路隔
離設施」，《處罰條例》規定罰100元，而《管理條
例》規定罰 200 元，最終可能統一成罰款 200 元；
「行人衝紅燈」，有罰 20 元，有罰 100 元，最終統

一成罰款100元。
對於本次《處罰條例》和《管理條例》的修改原

因，市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工委主任傅倫博表示，兩
部法規實施的過程中確實遇到了一些問題，需要進行
修正，讓兩部法規與國家上位法，以及兩部法規本身
的條文之間進行銜接，避免執法過程中法規之間相互
「打架」，另外，也要針對執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

作出補充規定。但總的來說，修改幅度其實並不大，
整體思路仍是從 「嚴」立法。

網民質疑 「高罰創收」
在一項網絡問卷調查中，有超九成網民對修法提

高罰款持反對意見。有深圳本地網友稱，罰錢是最省
事的方法，但不是最有效的方法，更有市民質疑，
「難道提高罰款能解決問題？我看還是為了更好的創

收。」
此前，深圳北環大道一天查出各類交通違法行為

近 3000 宗，罰款總額近百萬，之後深圳政府又證實
正在研究徵收汽車排污費，再加上現在要加大交通罰
款力度，這一連串動作難免惹民眾質疑這是不是政府
故意製造的創收 「陷阱」。

對此，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稅系主任林江受訪稱
，深圳今年財政收入增速明顯下滑，政府部門選擇在
第四季度提高交通罰款等非稅收收入來開闢財源，有
靠罰款創收，彌補一般預算收入下降的嫌疑。他表示
，深圳在社會管理上頻頻開 「罰單」，交通罰款一年

比一年高，一旦形成制度性安排，長期會導致深圳投
資環境惡化，收入下降 ，深圳將得不償失。

廣州市紀委監察局預防腐敗局 22 日舉行了廉潔
廣州建設的新聞發布會，梅河清在通報蔡彬案件查處
進展時表示，廣州市委、市紀委、番禺區委對網民反
映蔡彬擁有多處房產曝發出來就問題高度重視。領導
多次做了批示，認真核查。番禺區紀委迅速成立專案
組，依紀依法進行調查核實。

紀委將通報調查情況
經過幾天的連續核查，現初步查明，蔡彬在擔任

番禺區公安分局副局長、番禺區城管綜合執法分
局局長、政委期間，涉嫌利用職務便利收受他人
賄賂，違反規定經商辦企業等重大違紀行為。目前
，番禺區紀委已對蔡彬進行立案查處，並對其實施
「雙規」措施，有關該案的調查進展情況將及時向新

聞媒體通報。
梅河清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早在 2009 年 7 月

，廣州市黨風廉潔建設信息管理系統已正式啟用
。有關部門可通過分布在全市的八十多個填報點
遠程填報自己的財產， 「房叔」蔡彬是在番禺區填
報房產信息，但他於 2011、2012 年均只申報了其本
人及兒子分別有一套（共兩套）房產，存在嚴重的瞞
報行為。

南沙將試點官員財產申報
梅河清說，目前，社會對領導幹部家庭財產申報

工作給予高度關注，儘管廣州在幹部報告個人財產信
息已經率先走上信息化軌道，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目前廣州計劃在南沙區部署家庭財產申報試點工作，
以積累經驗。此外，廣州還將進一步完善黨風廉潔建
設信息管理系統，並讓房管局、出入境管理等有關部
門的信息共享，確保信息的真實性。

本月初，網上出現貼子曬出，廣州市城市管理綜
合執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家人共有 21 套房產
，當中包括別墅、住宅、商舖、廠房等，總面積超過
7000 平方米，市值約 4000 萬元人民幣以上。該網帖
還提供了廣州市房管局的《個人名下房產登記情況查
詢證明》。

由於蔡彬只是一名正處級幹部，月薪不過萬元，
而其妻也已退休，職務、收入均低於蔡。身為公務人
員，家庭財產與收入完全不對稱，頓時引起社會關注
，網友更送給蔡彬 「房叔」的綽號。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二十二日消息：記者
22 日從中央紀委監察部獲悉，據不完全統計，自
2010年1月中共中央頒布實施《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
幹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至 2011 年底，中國共有
83195名黨員幹部主動上交現金、有價證券和支付憑
證等共計7.71億元，查處違紀金額39198.28萬元，處
理違紀黨員幹部3578人。

2010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黨員領
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同年 5 月，發布實施
《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關於對
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
理的暫行規定》。

據統計，2010 年和 2011 年，全國各級紀委負責
人同下級黨政主要負責人談話 43 萬多人次，領導
幹部任前廉政談話91萬多人次，誡勉談話11萬多人
次；領導幹部述職述廉近400萬人次，函詢8萬多人
次。

兩項法規印發後，2011年1月啟動集中報告工作
。據統計，除少數黨員領導幹部因出國、患病就醫等
客觀原因未按時報告外，全國共有100多萬名處級以
上領導幹部報告了個人有關事項。其中，中管幹部全
部報告了個人有關事項，報告率為100%。

中國提高兒童化妝品安全門檻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二十二日消息：記者22日從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了解到，在公開徵求社會意見後，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制定印發《兒童化妝品申報與審評
指南》，提高兒童化妝品生產 「安全門檻」。

指南規定，兒童化妝品是指供年齡在12歲以下（含12
歲）兒童使用的化妝品。所有明示適用於兒童的化妝品，均
應按照要求申報；未明示適用於兒童的化妝品，其產品包裝
不得以圖案或其他形式顯示或暗示為兒童用化妝品。

指南要求，兒童化妝品應最大限度地減少配方所用原料
的種類。選擇香精、着色劑、防腐劑及表面活性劑時，應堅
持有效基礎上的少用、不用原則，同時應關注其可能產生的
不良反應。兒童化妝品配方不宜使用具有諸如美白、祛斑、
去痘、脫毛、止汗、除臭、育髮、染髮、燙髮、健美、美乳
等功效的成分。此外，兒童化妝品應選用有一定安全使用歷
史的化妝品原料，不鼓勵使用基因技術、納米技術等製備的
原料。

據了解，在新指南出台之前，中國還沒有專門針對嬰幼
兒及兒童日用化妝品檢測標準。由於相關條規的缺乏，國內
嬰幼兒化妝品的技術、配方都主要沿用成人化妝品的技術、
配方等。

專家認為，指南的發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兒童化妝品
生產製造的規範化，但由於指南中 「應少用或者不用香精、
着色劑、防腐劑等原料」等表述，並未對添加物質的具體含
量給出明確的限量要求，此外 「應選用」、 「不鼓勵」等說
法比較模糊，可能在執行中遇到困難。

【本報訊】中新社海口二十二日消息：海南省
預防腐敗局22日在海口舉行揭牌儀式，中央紀委副
書記、監察部部長、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馬馼，海
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羅保銘共同為海南
省預防腐敗局揭牌。

海南省預防腐敗局局長由省監察廳廳長兼任，
增設省預防腐敗局辦公室。

其主要職責是：負責全省預防腐敗工作的組織
協調、綜合規劃、政策制定和檢查指導，協調指導
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中介機構和其他社會
組織的防治腐敗工作，負責組織協調全省整治和預
防腐敗體系建設工作，承擔中央紀委、監察部、國
家預防腐敗局和省委、省政府部署的關於預防腐敗
工作的各項任務。

馬馼在此次揭牌儀式上，高度評價了海南省委
在全省集中整治 「庸懶散貪」問題專項工作。

今年 6 月初以來，中共海南省委在全省集中整
治 「庸懶散貪」，解決幹部在作風方面存在的20種
問題。據統計，四個多月以來，海南在集中整治工
作中，已立案查辦官員違紀違法案件149件222人，
10人已被移送司法機關。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二日電
】廣州市紀委監察局預防腐敗局22日在
廉潔廣州建設新聞發布會上通報了今年
以來全市紀檢監察機關查處的損害群眾
利益十大典型案件情況。廣州市紀委常
委王榮表示，下一階段推動查處解決群
眾利益受損問題工作機制長效化，將損
害群眾利益的10個方面的問題納入信訪
舉報案件信息統一管理範圍進行重點督
辦查辦。

另據通報，廣州市紀檢監察機關今
年 6 月至 9 月在全市部署開展了 「推進
信訪糾風民心工程，化解信訪積案百日
行動」專項工作，針對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紀委書記賀國強指出的發生在群
眾身邊的執法不公和為黑惡勢力充當
「保護傘」、吃拿卡要和收受財物等10

個方面的腐敗問題，集中利用 100 天的
時間查處解決了 120 件涉及群眾利益的
信訪積案。

至 9 月 30 日，120 件信訪積案中經
查屬實或部分屬實 88 件，佔總量的
73.33%，其中黨紀立案或移送司法機關
立案 30 件，責令整改或作批評教育
58 件。31 件案件經查失實，佔總量
的 25.83%，1 件作為案件線索進一步深
查。

廣州損害群眾利益十大典型案例
1、花都區雅瑤鎮衛生院院長湯某私設 「小金庫」 揮
霍、侵吞公款，利用職務便利收受藥品、醫療器
械供應商賄賂款共計23萬元；

2、番禺區某鎮中心小學校長周某私存設立 「小金庫
」 ，累計存入400多萬元；

3、蘿崗區九龍鎮社會管理綜合服務部中心社區部部
長湯某利用職務便利，給予 「包工頭」 趙某方便
，提成好處費46.4萬元；

4、黃埔區長洲街長洲社區黨工委書記曾某 2009
年以來在建設工程項目發包中收受好處費共計8
萬元；

5、越秀區第四房屋管理所陳某、朱某二人私自以親
屬名義辦理承租空置房的問題；

6、廣州市工商局越秀分局原副局長何某利用職權收
受好處費4萬元；

7、白雲區均禾街石馬村黎某等人利用職務便利私分
西江引水工程徵地補償款130多萬元；

8、南沙區廟貝農場原副場長黃某、原治保主任梁某
利用職務便利冒領失業救濟金，侵佔集體財物折
合人民幣8萬多元；

9、天河區車陂經濟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馬某等人
利用職務便利在多個徵地拆遷項目中騙取補償款
共計3000多萬元

10、白雲區江高鎮安監中隊隊長蘇某利用職務便利
索要好處費計1萬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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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預防腐敗局掛牌

▲深圳交通法規修正後，對違反交通法規行為的
罰款力度會更大 網絡圖片

▲海南省預防腐敗局22日在海口揭牌
網絡圖片

▲目前，我國嬰幼兒化妝品的技術、配方等主要沿用自
成人化妝品 網絡圖片

▲中共廣州市紀委相關負責人表示，近日來備受公眾關注的番禺 「房叔」 已因涉嫌經濟問題被 「雙規
」 ，案件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