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州曬三公全國率先
詳列經費去向增減原因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A5要聞責任編輯：彭智明

近日，廣州市41個市直部門曬出2013年度預
算帳單。引人注目的是，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 「三
公」 經費全部單列亮出，說明花費去向及增減原因
。媒體評論，這堪稱目前各地最細緻的 「曬三公」
模式。而廣州市財政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廣州此舉
領全國之先。記者對比發現，七成部門的 「三公」
經費比前年的決算有所削減。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二十六日電】

今年軍演40場提高實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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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國056型護衛艦首艦582艦交艦儀式
在上海舉行，海軍司令員吳勝利出席交艦儀式並講話。

據《解放軍報》報道，056型護衛艦正式交付部隊
，標誌海軍基地防禦兵力開始了升級換代，進入了批
量生產、有序更新的新時代。

該型護衛艦是眼提升基地防禦作戰力量，增強海
軍維護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捍衛海洋主權和海洋權益
能力的又一重要平台，具有隱身性能好、電磁兼容性強
、先進技術應用廣泛等特點，艦員編制僅為053系列護
衛艦的三分之一，將主要擔負巡邏警戒護航、單獨或協
同其他兵力執行反潛作戰、對海作戰等使命任務。

吳勝利在講話中希望582艦官兵強化 「首艦」 意識
，認真學習新裝備，理解掌握新裝備，管好用好新裝備
，發揮好 「種子」 作用。在捍衛國家海洋主權和海洋權
益的鬥爭中，不斷磨礪成長，成為讓習主席和中央軍委
放心、 「能打仗打勝仗」 的海上勁旅。

資料顯示，582艦取名 「蚌埠艦」 排水量約1300噸
，最高航速25節，編制60人，備有1座8聯裝FL3000艦
對空導彈發射裝置，1座PJ26型單管76MM隱形艦炮，2
座30毫米新型遙控艦炮，2座雙聯裝鷹擊-83反艦導彈
發射裝置，2座魚雷發射管。

▼582號導彈護
衛艦

網絡圖片

◀海試中的056
型護衛艦

網絡圖片

外交部：釣島海域設浮標無可非議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二十六日消息：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6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表示，中方有關部門在中國管轄海域設置浮標，目的是進行海上氣象觀測活動，無可
非議。

近日，日方宣稱中方在釣魚島海域設置浮標，意在蒐集日方情報，有記者在26日
的記者會上就此詢問中方有何評論，華春瑩做出了上述表示。

【本報訊】總參軍訓部有關負責人26日介紹，
2013年解放軍將舉行系列軍事演習演練，進行全方位
、多領域軍事訓練探索實踐，提高信息化條件下威懾
和實戰能力，以箭在弦上、引而待發的高度戒備態勢
，強化打仗思想、做好打仗準備、提高打仗能力。

據新華社報道，2013年，解放軍將突出國家核心
安全利益，緊貼作戰任務、作戰對手、作戰環境，加
強檢驗性對抗演練，強化實兵實裝實彈訓練，加大訓
練難度強度，提高部隊複雜困難條件下可靠遂行任務
能力。

據了解，2013年，總部將指導石家莊陸軍指揮學
院、南京陸軍指揮學院和相關訓練基地，組織部分師
（旅）機關指揮對抗和實兵自主對抗演練，指導海軍
和空軍部隊聯合制海對抗演練、空軍和第二炮兵防空
反導對抗演練。

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將結合年度訓練任務，適時展
開軍事演習演練活動。總參軍訓部有關負責人介紹，
2013年由總部和各軍區、軍兵種以及武警部隊組織的
軍事演習演練活動有近40場。這些演習演練涉及陸空
聯合戰鬥、遠海實兵實彈對抗、諸軍兵種聯合防空、
常規導彈火力突擊等眾多課題，突出特點是實戰化的
聯合作戰、體系作戰和對抗演練。

「遼寧艦」 駛向母港青島
另據中新社、《法制晚報》報道，中國航母 「遼

寧艦」26日上午駛離大連港，這是 「遼寧艦」2013年
首次出航。 「遼寧艦」將駛向青島膠東航母基地。根
據距離測算， 「遼寧艦」最快在26日下午、最晚在27
日上午抵達青島母港，接下來將繼續開展相關科學試
驗。

自2012年11月25日進行艦載機首次艦訓練歸港
後， 「遼寧艦」已在大連港停泊休整近3個月。

2012年9月25日上午， 「遼寧艦」正式交接入列。
而這也宣示大連造船廠將航母正式交付海軍，也說
明航母離開的日子將越來越近。不過，以後 「遼寧艦
」需要維修的時候還會重返大連。

相關軍事專家表示，航母母港的選擇一般是綜合
考慮國家軍事戰略、海軍技術裝備水平、國家海岸線
地理環境，以及對未來作戰可能的想定等因素的
結果。

▲2013年，解放軍將舉行近40場軍事演習演練，提高信息化條件下威懾和實戰能力
資料圖片

在此前幾年的 「三公」帳本公開中，曾經出現過許多令人
啼笑皆非的案例──廣州市園林局幹部竟然公費赴瑞士考察婦
女工作，廣州城管局幹部則一年遍走歐美9國、人均花費5.7萬
元，堪稱 「見識最廣」城管官員。這些不盡合理的政府開銷，
以往總是花了再 「曬」，難以形成有效的 「事前監督」。

這種情況有望在廣州得到改觀。近日，該市41個政府部門
按要求統一掛出2013年部門預算。也就是說，這些部門今年的
「三公」開銷是多少，年初就有了約束。

另外，關於 「曬三公」，以往各地普遍存在的弊端是， 「
三公」經費支出部分被隱含在其他項目中，不能直觀顯示，不
易接受監督；部分直接顯示的支出，往往也就是一張簡單的表
格或一組枯燥的數據，帳面雖然清晰卻還是一筆 「糊塗帳」。
而廣州今年 「曬三公」至少回應了兩個問題，一是 「三公」經
費必須單列出來方便監督；二是 「曬三公」關鍵在 「曬清楚」
─不同年度之間波動較大的情況和項目，必須予以重點詳細
說明。

七成部門開銷降
記者粗略計算後發現，41個政府部門的 「三公」經費總預

算為3億7千多萬元，一年平均下來每天需花費102萬元。不過，
與2011年決算數相比，多數部門的 「三公」預算數已經呈下降
趨勢，當中削減數額最大的是廣州市工商局，總共減少了
689.99萬元。而從單項來看，因公出國經費上，預算最多的教
育局達739.83萬元，預算最少的民族宗教事務局僅有7.32萬元；
車輛購置費及維護費上，安監局、統計局等今年均沒有新購公
車計劃，而此項開支最大的穗公安局竟高達9935.63萬元，該局
解釋稱，經費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安執法執勤車輛、交警達到
強制報廢期的巡邏摩托車報廢的更新需要，以及上級公安機關
要求增配的交通事故勘查車；而在容易滋生 「舌尖上浪費」的
公務接待費上，各部門大幅削減的情況較為明顯，預算最少的
當數國資委的3.92萬元和知識產權局的2.92萬元。

記者留意到，不少部門在解釋預算減少的原因時，普遍提
到要以實際行動貫徹落實《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關於改進工作作
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及廣州市政府《關於厲行節約
的若干規定》，切實降低 「三公」經費，讓 「三公」開支
剎車。

預算工作一大進步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稅務系主任林江表示，無論預算單

位是自願接受公眾監督，還是迫於上級的壓力而 「曬出三公」
，都算是政府改進財政預算工作的一大進步。從這個意義上說
，廣州版 「曬三公」值得讚許，當中的新亮點也值得各地學學
。但他也指出，怎樣 「曬三公」是一個問題，曬完之後如何審
查、審計和接受監督，則是下一道程序， 「誰來確保三公支出
的準確性？譬如說是否需要由一個獨立的第三方審計機構來審
核政府預算單位三公經費數據的真確性？如果有證據顯示某一
預算單位存心 『編造』三公數據，主觀或客觀上 『誤導』了公
眾，該部門的領導是否負有責任？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有針對
性地討論下去。」

【本報實習記者朱逸雲上海二十六日電】緣
起愛爾蘭的馬肉風波連日來持續發酵，捷克官方
25日表示，在 「宜家家居」所售 「瑞典肉丸」中
檢驗出馬肉成分。 「瑞典肉丸」在中國內地 「宜
家家居」亦有銷售，頗受歡迎，宜家中國區公關
經理許麗德26日在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宜家
（中國）所售 「瑞典肉丸」樣品已送檢驗部門，
檢測結果將在下周一發布。

據了解，捷克當局在宜家所售 「瑞典造」一
公斤肉丸中檢驗出馬肉成分。該批含有馬肉成分
的問題肉丸主要在歐洲國家販售。不過，據美聯
社報道，宜家在多個市場被迫停售瑞典肉丸，包
括中國香港分店。

「馬肉肉丸」不可能流入中國
針對 「馬肉肉丸」是否流入中國區銷售的問

題，記者今日聯繫宜家（中國）。宜家（中國）
發給本報的聲明稱，公司在內地販售的食品都經
過嚴格的檢驗，所有在宜家（中國）餐廳出售的
瑞典肉丸與捷克的肉丸貨源不同。宜家中國區所
販售的瑞典肉丸均由福建廈門的肉類食品供應商
提供，肉丸的主要成分是牛肉和豬肉。

宜家中國區公關經理許麗德稱，宜家在華銷
售的所有食品都經過嚴格的質量檢測，加之肉丸
產品都是中國本土生產的，因此 「馬肉肉丸」由
歐洲流入中國內地的可能性不大。

許麗德強調，為打消中國消費者的疑慮，宜
家（中國）已主動將涉事肉丸產品送至相關部門
檢驗，最終結果將在下周一發布。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二十六日電】廣州市
財政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廣州當前正力推財政改
革。前不久，該局下發了關於深化財政改革的意
見，完善公共財政信息公開機制，健全預決算信
息披露制度是其重要改革內容。

「春節前，我們就下發文件到各部門，給他
們提供了預算公開的範本，統一了公開格式，在
內容上也作了指導和限定，還明確了集中公開時
間。」上述人士說，他們爭取一年比一年進步，
逐步擴大公開範圍，細化和豐富公開內容。

據悉，意見提出深化部門預算改革，強化財
政資金使用管理。包括健全科學可行的項目支出
管理機制，建立部門預算項目庫，實行滾動式預
算項目申報。制定嚴格規範的項目申報辦法、操
作流程和文本以及項目資金預算審核、追蹤問效
制度。對項目支出預算實施預審制度，引入第三
方專業機構參與部門預算項目支出審核，選擇重
大民生項目資金先徵詢民意後安排預算。此外，
意見還針對財政管理體制、非稅收入管理改革、
國有資產監管、政府性債務管理提出改革舉措。

「財政改革與發展取得成就的同時，市財政
仍存在政府間財力與事權不匹配，預算約束不強

，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偏低；政府性債務規模偏大
，財政存在潛在風險；管理方式粗放，財政管理
科學化、精細化水平有待提高等問題。這些問題
將制約財政職能發揮。」意見中如是論述。

「三公」信息不實將被問責
另外，廣州市政府辦公廳此前也專門印發通

知，要求各部門每年常態化、制度化公開 「三公
」經費，公開的帳本原則上要細化到 「項」級支
出。 「三公」經費信息公開後，要及時了解社會
輿情反映，公眾如有疑惑需及時回應，認真做好
解釋工作，積極採納合理建議，不斷改進和完善
工作。

為推進 「三公」經費公開工作，通知規定了
具體的責任分工，要求該市政務公開監督評議辦
公室加強對各部門 「三公」經費信息公開情況的
監督檢查。通知還制定了相應處理意見，稱不按
規定要求和時間公開本部門 「三公」經費信息，
以及公開的信息不真實、不完整導致在社會輿情
反映中造成嚴重不良影響的，將依據《廣州市行
政執法責任追究辦法》和《廣州市黨政領導幹
部問責暫行辦法》進行問責。

信息公開擰緊財政發條

▲廣州市41個市直部門曬出2013年度預算帳單，說明花費去向及增減原因，引起社會各
界廣泛關注。圖為廣州市政府正門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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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鐵樞紐佛山西站開建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二十六日電】廣佛都市圈四大

鐵路客運樞紐之一的廣東佛山西站工程今天開工，其中到
2014年年底完成承接貴（陽）廣（州）、南（寧）廣（州）
高鐵正線工程通車目標，到2015年6月完成佛肇城際正線，
擬於2017年6月底全面建成投入運營。

按規劃，佛山西站工程位於佛山市南海區，包括貴廣
、南廣高鐵車場，城際車場、客專運用所和城際動車運用
所四部分，建設用地逾2300畝，引入新建的貴廣、南廣鐵
路和珠三角城際鐵路廣佛環線、佛肇線以及規劃建設的深
茂鐵路等5條線路。

廣鐵集團表示，作為廣州樞紐以及廣佛都市圈面向西
南地區輻射的重要節點，與廣州站、廣州東站和廣州南站
形成廣州鐵路樞紐四大主要客站，佛山西站主要承擔珠三
角地區面向西部地區的客流以及城際客流。

◀26日，在
宜家（中國）
上海的門店
， 「瑞典肉
丸」 仍正常
銷售
視頻截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