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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巡视组：三峡集团选人用人问
题较突出

据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网站
消息，中央第九巡视组17日向中国
长江三峡集团公司领导班子反馈的
巡视情况显示，在党风建设方面，
该集团公司有的领导人员亲友插手
工程建设，一些招投标暗箱操作，
工程建设项目分包现象比较普遍；
有的领导人员违规占有多套住房。
中纪委14小时内曝2名省部级高官落
马创“纪录”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8日发布
消息，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据
统计，冀文林是“十八大”后第18
名落马的副部级以上官员，也是今
年首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冀文林
与此前落马的多名副省级以上官员
有交集。其在四川任职期间，曾是
2013年6月落马的四川省文联主席、
原省人大副主任郭永祥，四川省原
政协主席李崇禧的下属。另据记者
了解，冀文林与2013年8月落马的中
石油原副总经理李华林私交甚好。

19日晨，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
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祝作利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

专家表示，连续两天两名高官
落马，更多的还是反映出中央领导
在新的一年反腐的决心和信心。
大陆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突破2亿 占
总人口14.9％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19日在国
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
至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
已超过2个亿，占总人口的14.9％。

在回应有关养老设施用地的有
关问题时，窦玉沛说，2013年9月，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
的若干意见》公布，对发展养老服
务事业和产业，包括在投融资、用
地、津补贴、税收减免等方面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但在政策落实过程
中，有三个比较突出的难题，一是
融资难，二是用地难，三是护理人
员招聘难，制约了养老服务业的发
展。
商务部驳斥“中国假货第一” 敦促
美方做公正评价

日前，美国贸易代表处近期公
布“2013年恶名市场”名单，把中
国列为全球最大的假货实体市场，
指责中国实体市场是假货的主要来
源。对此，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18
日在北京予以正式回应。他表示，
美方的做法缺乏确凿证据。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首次公开谈薄熙
来案

最高人民法院19日举行司法公
开座谈会，最高法首席大法官周强
就2013年举行的大要案件审判，同
与会嘉宾展开交流，他也首次透过
媒体发表对薄熙来案的看法。周强
强调，薄熙来案件的微博直播，充
分体现了中国(审判)司法机关的程序
公正，对案件审理的公正透明。
复旦投毒案被告一审获死刑

2月18日，备受关注的“复旦投
毒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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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今年2月初，习近平
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媒体专访时说。根据官方媒体公开报道所不完全统计，
自中共十八大至今的近15个月里，习近平国内考察调研、出访、参加各类会议共
80余次，足迹遍及国内三分之一的省份和世界五大洲。

一审宣判。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林
森浩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广东17岁女孩遭父亲活活烧死

广东佛山一名刘姓父亲，上周
六晚醉酒回家后对妻子又打又骂，
其妻不堪家暴，遂带同五岁幼子到
附近公寓留宿暂避，留下十七岁长
女在家中温习。其后刘在家中大发
雷霆，不但训斥女儿对自己不敬，
更放火烧屋，事后企图救火也来不
及，将女儿活活烧死。警方目前将
涉事单位封锁，并将刘带走调查。
北京市全面取消中考择校生 完全按
成绩录取

北京市教委18日发布2014年中
考政策称：今年起北京优质高中名
额分配不再“推优”，完全按成绩
录取，同时全面取消择校生，并逐
年减少各类特长生的招生比例，今
年北京示范高中招生计划的30％将
分配到区域内初中校。
探月工程发言人：玉兔号已全面苏醒

探月工程新闻发言人裴照宇13
日说，“玉兔”号月球车已全面苏
醒，恢复到休眠前正常的信号接收
状态，但机构控制异常的故障仍在
分析排查中。＂2月10日被认为是嫦
娥三号所在月球虹湾区域结束月夜
的日子。据此前消息，玉兔号月球
车原定设计寿命为3个月，它携带
的探测仪器采集到了很多有用的数
据。但是在嫦娥三号探测器成功开
始第二次月夜休眠的同时，玉兔号
月球车出现了机构控制异常情况。
湖北入狱前首富：老板再大 一个处
长都能搞死你

原 中 国 最 大 民 营 航 空 公 司 东
星 航 空 总 裁 兰 世 立 曾 为 湖 北 首
富，2010年4月被法院以逃避追缴欠
税罪判刑4年。东星航空随即被破产
清算，超百亿资产化为乌有。他在
监狱内曾举报时任武汉市常务副市
长袁善腊。出狱后接受采访称，在
落后地方，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
能把你搞死。
香港政府：会依法处理数十市民辱
骂内地旅客事件

香港特区政府多名官员17日强
烈谴责日前在尖沙咀广东道发生的
骚扰旅客事件，认为事件严重损害
香港的旅游声誉，违背社会的主流
价值观。警方表示，十分重视该事
件，会按既定程序依法处理。警方
将 依 法 跟 进 反 内 地 旅 客 活 动 。 香
港数十名市民16日在广东道一带抗
议“个人游”，期间他们对店内购
物的内地旅客大声辱骂，并导致部
分受影响店铺一度被迫关门。
武汉拟5年投2万亿元搞城建 上万工
地同时开工

日前，武汉市市长唐良智在接
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武汉5年内的
建设计划将花费2000亿英镑（约合
人民币2万亿元）。上万个工地同时
开工令学生找不到回校的路。另据
统计，中国约有10个城市每年城建
投资都在千亿规模，个个堪称“豪
可敌国”。

本报综合：国民党荣誉主席、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
董事长连战17日率团抵达北京，于18日下午与习近平举
行“习连会”，就当前两岸关系发展交换意见，包括两
岸两会互设办事机构、人道探视等议题。

两岸一家亲
连战率领逾80人访问团抵达钓鱼台国宾馆。与以往

站在门内握手不同的是，习近平独自站在迎宾厅门外，
向连战夫妇及所有团员一一握手。

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岸双方秉持“两岸一家亲”的
理念，顺势而为，齐心协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
得更多成果，造福两岸民众，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家宴款待来访的连战伉俪，由于
两人都是陕西老乡，习特别准备了陕西菜，泡馍、肉夹
馍以及biangbiang面。因陕西著名的biangbiang面笔画众
多，习近平还特别用小纸条写下来给连战（右下图）。 
两人在席间还用家乡话交谈，气氛热络，相谈甚欢。两
位夫人则畅谈音乐、艺术与家庭。

习近平在见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
大师时特别表示：“大师送我的书，
我全都读完了。”

“习马会”有想象空间
会谈期间，习近平主动向连战提到“习马会”，甚

至还探询连战对“习马会”的看法。对“习马会”，习
近平说，“不是为个人或任何政党，而是为了两岸人民
的福祉”。

文章提到，两岸关系进入深水区，政治接触及对话
无可避免，不过，两岸之间政策性对话才刚起步，双方
还在互探底线、累积互信的阶段，触碰敏感议题时，双
方也都需要有更多的回旋空间。此情况下，包括党对党
的国共平台、民间智库学者的交流多轨并行，民间相互

探访直接沟通意见，有助于增进两岸的互信和理解。

连战访京获赠小米 两岸联手赚世界的钱
“两岸联手，赚世界的钱。”2月18日中午，北

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率
领的台湾各界人士访问团时，将两部后壳上印着这句
话的定制版红米手机亲自交到了连战的手中。

马英九：自己执政后改善两岸关系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19日在台北说，未来两岸关系

发展仍有许多努力的地方。双方两岸事务负责人实现
互访，这是好的开始，让双方互信增加，两岸交流也
将更有广度跟深度。

台湾方面大陆委员会负责人王郁琦日前“登陆”
访问，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将来台访问，针对扩大两
岸交流议题继续讨论。

本报综合：广东东莞部分娱乐服务场所涉黄问题
被曝光后，公安部部署全国开展专项打击整治。公安
部表示，对娱乐场所涉黄、赌、毒、黑等以及“保护
伞”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2月9日以来，各地查处卖淫嫖娼治安案件1300余
起，查破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和组织
淫秽表演等刑事案件181起，打掉涉黄犯罪团伙73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501名，停业整顿涉黄场所2410家。目
前，相关案件侦办、深挖工作仍在进行中。

全国各地大肆展开扫黄行动
2月9日，央视对东莞市部分酒店经营色情业的情

况进行了报道。当天下午，东莞共出动6525名警力对
全市所有桑拿、沐足以及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检查，抓
获67名涉嫌色情交易的人员。中堂、黄江等五个镇领
导被诫勉谈话，所在地派出所长均被先停职再调查。

广东惠州公安局11日通报称，10日晚出动2000警
力清查娱乐场所，抓获涉嫌卖淫嫖娼人员10人，吸毒
人员6人。

广东省公安厅12日发布消息称，该省各地警方从
10日展开娱乐场所涉黄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截至12日

13时，共清查各类娱乐服务场所18372间次，抓获涉黄
违法嫌疑人员920人，刑拘121人、行政拘留364人，停
业整顿歌舞娱乐场所38间。

按照公安部和天津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2
月17日晚，天津公安机关在全市范围内组织打击“黄
赌毒”违法犯罪集中统一行动。此次行动共出动警力
4000余名，检查歌舞、洗浴、游戏、电玩等娱乐场所
2000余家。

浙江、江苏、四川、湖北等地也相继展开大规模
扫黄行动。

东莞扫黄致色情产业链断裂 20万人另谋生计
东莞色情业正陷入“风暴圈”，大公报记者11日

前赴走访，发现东莞居民对当局严打地下色情业“喜
忧参半”。一方面，对东莞摘掉“黄帽”拍手称庆，
同时，因当地色情业的影响已延伸至其他行业，衍生
出不少专门为之服务的工种。业内人士称，东莞色情
业直接和间接至少提供20万个工作岗位。受雷霆“扫
黄”行动影响，连日来，相关行业已门可罗雀，有部
分商家担忧色情产业链断裂，影响生计。

在东莞载客已数十年的的士司机老王无奈地告诉
记者，东莞涉黄产业由来已久，并衍生出以服务数万
名“小姐”、中介人、按摩“技师”，和慕名而来大
量涌入的嫖客的系列产业链，带动交通、餐饮、住宿
和消费等产业发展。有熟悉东莞产业的业内人士告诉
本报记者，当地色情产业直接和间接提供了至少20万
个工作岗位。

东莞漂亮女工怕嫁不出去 吁“别以性都黑东
莞”

在一片扫黄声中，东莞这座包容的城市，形象被
一黑到底，不少在东莞打工的漂亮女性自称受到连
累，有些人面对昔日同窗在网上的冷嘲热讽，担心自
己终身大事不妙。

网友“@沉睡的小草”直接在网上发帖称：“希
望别黑东莞了，不然，作为未婚单身女的我，好怕嫁
不出啊！”

（本报编辑整理）

两岸关系进入深水区
习主席陕西菜款待老乡连战

中国全国开展扫黄运动

公务员收入不高，你为啥不信
本报综合：最近，湖南冷水江市财政统发工资信息

因密码破解在网上曝光，人们惊讶地发现，公务员工资
最高不过4000元，最低只有2000多元，与传说中“高工
资”大相径庭。公务员工资一直是舆论关注焦点，媒体
一再紧追不放，社会上关于公务员高工资高福利的说法
越传越邪乎，以至于一些公务员与同学朋友亲戚聊起工
资总被围攻“说假话，怕被借钱”。网络上有个别公务
员诉苦水说委屈，却从未换得同情理解，收到的除了嘲
讽就是谩骂。

日前《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公务员收入不
高，你为啥不信？》一文。文中称：

毋庸讳言，现实中，一些公务员除了工资以外，通
过“三公消费”，打擦边球，拿些不明不白的“灰色收
入”。还有一些“硕鼠”“蛀虫”， 越过法律的准绳，
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窃取“黑色收入”，造成了较坏
影响。但这与合法收入无关，属于另一性质的问题。

广东扫黄活动现场

要消解对公务员队伍的“污名化”，还需针对“
三色收入”，分别下药。

对于“白色收入”，应该科学设定。应该看到，
对于大多数普通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而言，收入
确实偏低。人社部部长尹蔚民透露，今年将在县以下
机关，实行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相信
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基层公务员待遇偏低的问题。

对于“黑色收入”，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依法
惩处贪腐。靠制度铲除非法收入的毒瘤，进一步挤压
权力寻租的空间。

对于“灰色收入”，也要通过制度予以规范。八
项规定推行一年多，成效不小。中高端白酒纷纷降
价、高端酒楼变身家常菜馆、一些公务员抱怨“过年
得自己买苹果”……这些改变，都从侧面反映出规定
落实了，风气真的改善了。要让成效不反弹、干部的
行为内化为习惯，今年也不可松懈，还需一以贯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