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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上海规定：

市级干部配偶

不得经商办企业

中共上海市委4日公布并实施

《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

偶、 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

的规定（试行）》，体现“级别越高、

位置越重要、权力越大，管理规定要

越严”的原则，着力于制度的“可执

行、可操作、可检查、可问责”。

据规定， 上海市级领导干部的

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 其子女及其

配偶不得在本市经商办企业。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 市政府秘

书长、副秘书长，市纪委、市委各部

门正局职，市政府工作部门正职，区

县党政正职， 依法受权行使行政权

力的事业单位市管正职等岗位领导

干部的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 其子

女及其配偶不得在领导干部管辖的

地区或者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业，

不得在本市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

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上海市高级法院及中级法院、上

海海事法院、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市

检察院及检察分院，市公安局领导班

子成员的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其子

女及其配偶不得在领导干部管辖的

地区或者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不

得在本市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

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上海国有企业中的市管正职领

导人员的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市

管正职领导人员的子女及其配偶和

市管副职领导人员的配偶、 子女及

其配偶不得在领导人员任职企业及

关联企业的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

业， 不得在本市从事可能与公共利

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此外，其他领导干部的配偶、子

女及其配偶不得在领导干部管辖的

地区或者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业，

不得在本市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

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规定还要求，领导干部应当按照

要求，将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

企业情况向组织作专项报告， 填写

《市管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

经商办企业情况表》，并附企业年度

报告等相关材料。同时，应当在领导

班子民主生活会上，将配偶、子女及

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进行明示。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4日上午在

北京会见了朱立伦主席率领的中国国

民党大陆访问团。

习近平指出，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

同文同种，历来是命运与共的。在经济

全球化深入发展、两岸联系日益密切的

今天， 两岸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

面对新形势，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坚

定信心、增进互信，维护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进程， 携手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就此提出5点主张。

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其核心

是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否认

“九二共识”，挑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

法理基础， 搞 “一边一国”、“一中一

台”，就会损害民族、国家、人民的根本

利益，动摇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石，就不可

能有和平，也不可能有发展。我们始终把

坚持“九二共识”作为同台湾当局和各

政党开展交往的基础。 国共两党应坚持

对两岸关系的正确认识， 旗帜鲜明反对

一切损害两岸关系政治基础的言行，绝

不能让来之不易的台海和平和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成果得而复失。为此，双方可以

积极探讨构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制度框架。

深化两岸利益融合，共创两岸互利

双赢，增进两岸同胞福祉，是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宗旨。 要充分考虑两岸双

方社会的心理感受， 努力扩大两岸民众

的受益面和获得感， 尤其要为两岸基层

民众、中小企业、农渔民合作发展、青年

创业就业提供更多机会， 让两岸同胞参

与越多受益越多。 我们愿意首先同台湾

同胞分享发展机遇， 愿意优先对台湾开

放， 并且对台湾同胞开放的力度要更大

一些。 我们将继续维护在大陆投资的台

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为他们的发展创造

更好条件。 在台湾参与区域经济合作问

题上，两岸可以加强研究、务实探讨，在

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情况下作出妥善

安排。 台湾方面表达了加入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的意愿，我们持欢迎态度。

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

交流，最重要的是心灵沟通。两岸同

胞要以心相交、尊重差异、增进理解，

不断增强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

认同。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

神财富，也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精

神纽带。 两岸同胞要加强文化交流，

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传承中华文化优

秀传统，建设共同精神家园，实现心

灵契合。 两岸双方要继续创造条件，

扩大同胞直接交往。我们将适时实施

进一步便利两岸同胞来往的措施。青

年是民族的未来， 也是两岸的未来。

我们要更多关注两岸青年成长，为他

们提供更多机会和舞台，让他们多交

流多交心，成为共同打拼的好朋友好

伙伴。

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着眼大

局，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不仅要求同

存异，更应努力聚同化异，不断增进政

治互信。 对两岸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分

歧和难题，国共两党都要勇于面对，汇

聚两岸同胞智慧，积极探索解决之道。

双方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平等

协商， 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关键是要

“虑善以动，动惟厥时”。只要秉持同

胞情、同理心，两岸一定能找到解决问

题的办法来。

第五，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大家

一起来干。只要两岸同胞、全世界的中

国人团结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是指

日可待的。我们真诚希望，国共两党秉

持民族大义， 承担起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为两岸人民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

和平的神圣责任， 团结两岸各党各派

和各界人士， 努力开创两岸关系新未

来， 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让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先进

民族之林。

朱立伦表示，1992年在海协海基两

会共同努力下， 达成两岸同属一中的

“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双方进行多

次会谈， 把两岸对抗纷扰转变为合作交

流。2005年后，国民党把“九二共识”纳

入党纲。 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形成的建议

也逐步落实到交流合作中。 海峡两岸同

为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两岸和平发

展已取得很多成果，希望在“九二共识”

基础上，两岸在区域和平、环保、经济整

合等方面携手合作， 让两岸关系发展成

果更多惠及基层民众、 中小企业和青年

群体，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据新华社

中纪委网站4月30日公布了一批央

企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其中对中国石

化、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中国海运

等企业的通报中都涉及境外国有资产

的监管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一边是境外国有资

产规模与收入利润总量持续上升，仅110

多家中央企业纯境外单位资产总额已超

过4万亿元；一边却是巨额国资基本上没

有进行审计，存在大量监管空白。

多人被查

“两桶油”资产监管问题突出

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2014年底，绝大部分中央企业都在境

外（含港澳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这

些机构遍布在世界150余个国家或地

区。仅在中央企业纯境外单位中，资产

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已分别达到

4.68万亿元、4.49万亿元和1200亿元。

数万亿元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管情况

如何？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

员、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表示，审计

署对中央企业越来越大的境外投资基本

上没有进行审计，存在着大量空白点。

“就算是一些拥有境外资产的国企

被审计过， 也都是对国企母公司的审

计，其境外机构的账目都是海外子公司

自己报上来的，数据真实性有待查证。”

从事国企改革设计的上海天强管理咨

询公司总经理祝善波说。

近期，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海外资

产运营中频频曝出问题： 在中石油系

统， 多位负责过海外业务的高管被查，

其中包括中石油股份公司原副总经理、

中石油海外勘探开发公司原总经理薄

启亮，以及曾任中石油加拿大公司总经

理的原中石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华

林；而中石化在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中

表示， 在海外经营资源配置管理当中，

一些油气项目收购程序不够规范，尽职

调查不到位，有的实际运行效果和预期

差距较大；资产投资回报率较低，有的

多年没有产出。

除了“两桶油”成为境外国资监管

问题重灾区， 此前中航油在境外违规从

事衍生品交易巨亏造成数亿美元国资损

失、 中铁建在沙特项目因风险管理和内

控缺失巨亏40多亿元等事件引发关注。

乱象多多

境外代理衍生敛财“猫腻”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

说，央企境外投资的多是金融、矿藏、通

讯基站等高价值资产。由于部分子公司

缺乏监管，乱象多多。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国资监管部

门和央企国企总部对境外国有资产监

管大多依靠 “自己管自己” 的内审机

制，一些监管空白点的背后，境外国资

经营中存在诸多乱象：

记者了解到，在国内被频频曝光的

国企利益输送问题，在境外资产领域也

因项目数额大、 监管难度高而长期存

在。在巡视中，中石化被反馈的问题就

包括“经营管理人员利用掌握的资源和

平台， 在海外经营中搞利益输送和交

换”。而此前王雪冰、张恩照等落马国有

大行负责人，也曾在国外通过受贿等方

式将国家利益变成个人利益。

记者了解到，不法分子通常通过与

承包商勾结高价招标攫取利益、在经营

销售等环节与其他人结成利益同盟、在

子女留学或就业等方面接受供应商好

处、收受客户所送礼品或被安排外出旅

游等形式，进行利益输送。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近期在

“强化企业合规，推进依法治企”研讨

会上透露，有12家中国企业上了世界银

行的“黑名单”。列入“黑名单”的企业

因涉嫌欺诈和贿赂，将在一定时期内被

禁止承接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记者看

到，这份“黑名单”中包括大庆油田路

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国企。

目前，不少中国企业在境外经营中

都需要通过当地代理渠道采购、销售，这

些境外代理存在诸多因垄断关系而带来

的腐败。 这种情况被一些国企的海外机

构工作人员所利用，进行个人牟利。

“一些我们原来的外交人员、企业

代表留在国外， 成为外国企业的代理，

他们利用熟悉的‘潜规则’进行牟利。”

中国中铁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济师、法律事务负责人王军民表

示，一些国企境外机构工作人员与当地

的代理内外勾结，吞噬企业利益，生造

出各种“灰色”代理费。

李希任辽宁省委书记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希同志

任辽宁省委书记； 王珉同志不再担

任辽宁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据新华社

习近平会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提出5点主张

1

2

3

云南女导游回应辱骂游客：

不该骂人，

但也很委屈

针对近日网曝云南一导游因不

满游客消费低而辱骂游客的情况，

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3日通报了

调查和处理结果， 拟对该导游作出

吊销导游证的处罚， 拟对涉事旅行

社作出责令停业整顿的处罚、 对旅

行社直接负责人处2万元罚款，并将

涉事导游及旅行社记入诚信档案，

向社会公布。

“当时我真的很冲动，不管怎

样我确实不应该骂人。”这是“当事

导游”陈春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的第一句话。辱骂游客视频曝光后，

她随即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在

交流中她一直未曾抬起头来， 她没

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么严重。

骂人当然不对， 但陈春艳表示

她也有不少“委屈”。在再三表示懊

悔后，她说，视频中展示的只是当时

发生的一部分，她也有苦恼。

陈春艳告诉记者， 当天所带的

团是一个“昆明、大理、丽江、西双

版纳游”的低价团，合同上签的就

是“旅游购物团”。“我是按合同来

带团的。在回昆明途中，按合同要进

几个购物店。 这引起了部分游客的

不满，说导游黑心，还骂我讽刺我。

本来是要一直带他们去西双版纳

的，因此就没有再跟了。”

陈春艳坦承，像这样的低价团，

只有游客多多购物消费， 自己才拿

得到带团的酬劳。“如果团费是交

够的， 咱们导游应得的报酬旅行社

也给了，（那么） 该怎么玩就怎么

玩，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事实上导游接这种团也是有

压力的。我带了四五天的行程，最后

还要被指鼻子骂，谁愿意？”说到这

里，陈春艳把头埋得更低了。

陈春艳入导游这行时间不短，

三十岁出头的她， 算算已经在这行

当里干了六七年了。 她说自己当初

也是抱着对这份职业的美好愿景入

行的，但这些年下来，她越发觉得实

在太累。

据新华社 京华时报

数万亿境外国有资产监管调查

有人搞利益输送“自肥”

有人上了国外“黑名单”

应强化外部审计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李锦指出， 在缺失第三方审计的情况下，

央企的自查自审容易演变为内部人控制，

这是造成海外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重要

原因。

对此，今年4月，国资委宣布将由7家

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按招标委托，执行国

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2015年度集中重

点检查项目和境外国有资产检查项目。

多位专家建议，国家审计署、纪委监

察部门应准许对境外国资进行专项审计

和专项巡视。这不仅将彻查“糊涂账”，还

将对国资境外经营中的一些不合规甚至

违法行为进行极大约束。

祝善波认为， 防止国企境外资产流

失， 最根本的还是通过混合所有制等手

段，推动国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 这套制度如果有了， 董事

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等能够明确分工、互

相制衡。

“‘走出去’是一件风险比较高的事，

最好是国有资本、民营资本、管理团队资

本各占一块，把大家的利益牢牢捆绑在一

起。”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周放生说。

复星集团CEO梁信军等业内专家认

为，未来可探索“国资出资人＋市场化管

理人”的出海模式，或者国有资本确保一

定收益、以优先股形式出海。

据新华社

专家建议

习近平将赴俄罗斯

出席纪念卫国战争

胜利70周年庆典

5月7日至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

席在俄罗斯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

周年庆典并访俄、哈萨克斯坦和对白俄罗

斯进行国事访问。

习主席此次欧亚之行意义重大，将彰显

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二战

战胜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二战

胜利成果、 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与信心。此

访还将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上述3国的互利合

作，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欧亚地区的建

设提供新动力，为地区发展带来新机遇。

“中国与俄罗斯、白俄罗斯都是反法

西斯战争的战胜国。庆祝胜利是为了以史

为鉴、开辟未来，这是所有为胜利付出了

巨大代价的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国前驻

白俄罗斯大使于振起说。

举办纪念活动铭记二战历史，不忘战争

带给人类的深重灾难， 是为了防止悲剧重

演，确保和平永驻；铭记二战历史，更是为了

提醒国际社会，需要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

和国际公平正义，必须警惕和抵制在历史认

知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问题上的倒行逆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

李自国指出， 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历史，

从悲剧中吸取教训， 从胜利中汲取力量，

警惕粉饰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复活

倾向。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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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朱立伦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