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二十日電】記者從廣
州市紀委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獲悉，新一年該市
將嚴格執行廉潔從政規定，加強對 「裸官」的管
理和監督，還將重點糾正徵地拆遷、涉法涉訴領
域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突出問題，堅決懲
治以權謀私行為。紀委發言人梅河清還表示，廣
州從來沒有關閉群眾依法查詢房產信息的大門，
紀委對群眾舉報的官員房產腐敗情況將及時查實
，絕不護短。他並否認穗官員在財產公示制度實
施前夕出現急拋房產熱潮。

花都番禺傳 「裸官外逃」
本月初，曾出任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的吳志

強貪污受賄案在廣州市中院一審開庭。這位2011
年已經退休的 「裸官」，被控在位期間收受順德
房地產老闆羅某賄賂款540萬元，隨後在羅當選佛
山市政協委員、審批工程項目等事項中給予方便
。而此前，廣州市花都和番禺兩區也曾先後爆出
「裸官外逃」傳言，顯示 「裸官」群體的監督管

理亟待加強。
據悉，廣州市紀委已在幹部個人重大事項申

報中特別增加了配偶子女移居境外的情況一項，
據此統計出該市 「裸官」情況，並制定了進一步
落實出國（境）證件專人保管制度等措施，目前
，該市1500多名幹部出境證件全由專人保管。在
20日下午的新聞發布會上，廣州市紀委發言人梅
河清介紹新年紀檢工作重點時強調，該市還將進
一步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
工作人員的管理和監督，認真執行領導幹部報告
個人有關事項制度，開展抽查核實工作。

另外，新一年廣州市紀委還將重點糾正公共
服務領域和徵地拆遷、涉法涉訴領域損害群眾利
益的不正之風，特別要對食品藥品安全、保障性

住房、執法司法、公務員考錄等方面的突出問題
進行專項治理。同時要嚴肅整治公款旅遊，從嚴
控制黨政機關樓堂館所建設，鞏固清理評比達標
表彰、慶典研討會過多過濫和 「小金庫」的治理
成果，進一步規範 「三公」經費公開。還將採取
有效措施嚴厲禁止領導幹部違反規定干預和插手
市場經濟活動，違規收送禮金、有價證券和支付
憑證，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為配偶、子女及其他
親屬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條件，嚴格規範領導幹
部離職或退休後的從業行為。

絕不庇護 「房氏家族」
近日，福建漳州、江蘇鹽城等城市出台房屋

信息查詢規範，對輸入姓名查詢名下房產的 「以
人查房」方式作出約束。而廣州、深圳等地據稱
也正在推進對房屋信息查詢從嚴的相關工作。有
相關工作人員在解釋政策意圖時，聲稱緣於此前
被民間反腐力量 「誤傷」的廣州 「房嬸」事件。
但不少公眾和輿論卻擔憂，這種 「保護」會演變
為 「庇護」，讓 「房姐」、「房叔」們高枕無憂。

對此，廣州市紀委發言人梅河清在回應記者
提問時表示，個人住房信息查詢與反腐敗的聯繫

並非外界想像的那麼緊密，去年穗紀委查處了538
名官員，當中涉及 「房產腐敗」舉報的只有 「房
叔」一人。他認為，當前所謂收緊 「以人查房」
，是有關部門依據《物權法》條例進行房產查詢
規定的修正調整，目的也是保護隱私權和保障交
易安全。

梅河清指出，反腐工作必須走法治道路，但
他也重申，凡是有利於保障公眾知情權、監督權
的反腐手段，穗紀委都大力支持， 「廣州市從來
沒有關閉群眾依法查詢房產信息的大門」，他表
示，歡迎群眾如實舉報官員房產腐敗線索，穗紀
委絕不護短，將堅決懲治貪腐，及時回應社會關
切，給廣大民眾一個滿意答覆。

另外，去年底以來，由於官員財產公示改革
風聲漸緊，內地不少大中城市傳出官員急拋豪宅
、別墅的消息，有媒體稱廣州的拋售量在全國居
首，引起輿論嘩然。在回應南沙官員財產公示制
度實施在即，如何防止新一輪官員拋售房產潮再
度掀起時，梅河清表示，廣州已就此做過調查，
並未發現媒體所說的這種現象， 「所謂官員拋售
房產，其實是個偽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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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城鎮化建言 促生態文明建設

民革中央機關20日召開了全國兩會的新
聞通氣會，發布民革中央在全國政協十二屆

一次會議的49項提案目錄和3篇大會發言稿。
以聯繫台灣各界為主要優勢，在 「三農」 領域調

研見長的民革今年的提案普遍集中在城鎮化、兩岸關係
領域，同時因為新任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曾任職於最高
人民法院的背景，今年民革亦側重在社會法治領域建言
獻策。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二十日電】

由於新當選為民革中央主席的萬鄂湘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大
法官，民革黨員中還包括目前掛職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監督廳的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河南省高院副院長史小紅、福建省
高院副院長夏先鵬、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長鍾曉渝等法律界人士，今年
民革的提案展現出專業的法治思維。

法律保障生態文明建設
緊密呼應中共十八大報告的提案《推進生態文明法治化，建設美

麗中國》指出，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特徵是長期性，是一種需要當代
人和子孫後代共同長期努力才能實現的社會系統工程，要想使生態文
明建設固定下來、永續下去，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要把生態文明建設納
入法治軌道，使生態文明建設民主化、科學化、制度化，用法律規範
人們的行為，對破壞生態文明建設的行為予以法律制裁。

提案建議，要按照建設生態文明的標準，推動現有各種法律的 「
生態化」調整與改造。與環境保護法相關的憲法、行政法、經濟法、
刑法、民法、訴訟法等要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常態化提供法律保障。同
時，應設立跨區域管轄的環境保護審判法庭乃至專業法院，並建立和
實施嚴格的環境責任追究制度，環保指標應當成為評價幹部政績和幹
部升遷的主要參考指標之一。

盡快制定《反腐敗法》
針對內地嚴峻的反腐形勢，提案《加快頂層設計，開創反腐新局

》指出，國內的反腐倡廉存在制度碎片化、法律位階不高、操作性不
強，重治標輕治本、重應急輕常態、重事後補救輕事前預防，反貪污
賄賂局查辦職務犯罪案件前置環節過多、缺乏實際的獨立調查權等問
題，建議盡快制定一部系統科學、內容全面的《反腐敗法》。其主要
內容包括：領導幹部家庭財產公示制度；反貪污賄賂局在查處腐敗案
件中的主導作用、責任承擔制度；公民反腐敗的權利、義務及獎勵、
保護制度；公務員的誠信要求以及對違法公務員從政資格的剝奪制度
；對阻擾、延誤查辦腐敗案件以及包庇、縱容腐敗分子的責任人員的
追究制度；對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失誤失察責任追究制度等。

城鎮化分層分批進行
民革黨員中，還包括廣東省農業廳副廳長程萍、河南農業大學副

校長張全國、新疆農業大學副校長蔣平安、江西省農業科學院院長胡
漢平等 「三農」問題專家，緊貼時事熱點的城鎮化亦是民革的建言重
點。提案《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一步加快城鎮化進程》
建議，進一步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逐步實
現農業轉移人口在勞動報酬、就業培訓、子女教育、公共衛生及社會
保障方面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打破城保、鎮保、農保的壁壘，
讓農民進城後能獲得穩定的收入、固定的居所、平等的公共服務，真
正轉變為 「城裡人」。由於內地富餘農民基數龐大，城鎮化可以按照
分層分批的思路來進行。在 「十二五」期間，建議率先將技能型農民
工、新生代農民工、私營企業主、城市邊緣區和郊區的失地農民、在
城市近郊務農的農民和返鄉回流的農民工這幾類農民優先轉為城鎮市
民。

廣州市紀委發言人梅河清可算是
本地及駐穗媒體最熟悉的政府新聞發
言人之一。為準備2月20日的第六次定
期新聞發布會，他與穗紀委的新聞宣
傳團隊自春節期間就開始緊張地運轉
起來，圍繞記者們可能感興趣的 「
敏感」話題，忙碌地進行網上收集、
微博回覆、媒體電話互動。

自去年9月份開始，每個月20日下
午，廣州市紀委都會舉行新聞發布會
，以此為平台直接回應了 「房叔」、
「房嬸」、領導幹部財產公示等熱點

話題，用公開透明的姿態向社會 「曬
家底」。截至目前，在全國紀檢監察
系統，實行這樣的定期發布制度還僅
廣州一家。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廣州
市委常委、紀委書記王曉玲表示，領
全國風氣之先推行此項創新，就是要
進一步保障群眾的知情權、監督權，
切實發揮輿論監督作用，拓寬群眾參
與反腐倡廉建設的渠道，增添反腐 「
正能量」。

目前，這樣的新聞發布會已連續
舉辦了6次。 「開門辦紀檢」的做法褪
去了監察部門的 「神秘感」，促進與
媒體之間的良性互動，及時回應了社
會關切，獲得了公眾及輿論的普遍認
可。

「下一步，我們將通過強化每月
定期新聞發布工作，綜合發揮紀檢監
察政務微博平台的作用，及時通報損
害群眾利益案件的查處情況等，把握
新聞發布主動權；同時進一步完善制
度和機制，規範流程，提高規範化、
制度化水平，將公開透明的新聞發布
制度堅持下去。」王曉玲表示。

【本報廣州二十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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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中央的全稱是中國國民黨革
命委員會，在內地八大民主黨派中通
常被最先提及。民革以同原中國國民
黨有關係的人士、同台灣各界有聯繫
的人士等為對象，重吸收其中有代
表性的中上層人士和中高級知識分子
。民革黨員中，有38人當選十二屆全
國人大代表，92人當選十二屆全國政
協委員。

民革提案重點方向

城鎮化

生態文明

社會法治

海洋權益

（本報記者隋曉姣整理）

關於超前進行生態布局，
推進可持續城鎮化進程的
提案

關於在社會管理創新中切
實重視和幫助新生代農民
工解決婚戀問題的提案

關於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
口市民化，提高城鎮化質
量的提案

關於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穩步推進城鎮化的提案

關於加快完善國土資源節
約集約利用立法，推進生
態文明法治建設的提案

關於加強土地管理，促進
可持續發展的提案

關於進一步推進環境污染
責任保險的提案

關於將信訪納入法治化軌
道的提案

關於司法公正與公信力建
設的提案

關於加快頂層設計，努力
開創反腐倡廉工作新局面
的提案

關於維護海洋權益，建設
海洋強國的提案

特稿特稿廣州紀委加強監察裸官
1500官員出境證件全由專人保管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二十日電】商務部最新監
測數據顯示，大年除夕至正月初六，全國重點監測
零售和餐飲企業銷售額5390億元，比2012年春節期
間增長14.7%。儘管餐飲零售整體繼續保持高速增
長，但並非所有企業都從中受益。商務部新聞發言
人沈丹陽今天在北京表示： 「中央八項規定和厲行
節約反對浪費的要求出台以來，一些高端餐飲企業
的經營和高端白酒的銷售確實大幅度下降。」

據商務部抽樣調查，高檔餐飲企業的營業額，
北京下降約35%，上海市下降超過20%，寧波市下
降約30%左右。沈丹陽介紹說： 「春節前後，包括
春節期間，各地高檔酒店的高檔菜餚銷售明顯下降
，燕窩、鮑魚這類產品下降40%左右，魚翅下降
70%以上，高檔酒店的食品禮盒銷售額下降45%，
茅台、五糧液等高檔白酒的銷售也比以往明顯下降
，比如53度的飛天茅台和52度五糧液的標價已經比
最高價的時候下降了3成左右。」

對於八項規定是否會影響餐營業正常經營的提
問，沈丹陽回應道， 「雖然高檔餐飲企業的營業收
入和相關消費有所下降，但是從促進經濟社會可持
續發展的大目標來看，反對奢華浪費和擴大消費的
目的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擴大消費並不意味
允許或者縱容浪費。」

八項規定下
高檔餐飲滯銷

▶遼寧紅沿河核電站併網發電
後，每年將減少標煤消耗約
1000萬噸，實現節能減排，改
善空氣和水品質 新華社

◀廣州紀委發
言人梅河清

民革49提案重法治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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