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23名省（市）部长受审计

! ! ! !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

日发

布的《审计署绩效报告（
"#!#

年度）》

披露，根据中央组织部委托，
"#!#

年

审计署共对
!$

位部长、
%

位省长、
&

位

副省级城市市长和
!#

家中央企业领

导人员进行了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

年，审计署共审计领导干部

&'

名，除上述省（市）部长和中央企业

领导人员外，还根据省（区、市）党委委

托对部分省级审计厅局原主要负责人

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对审计署部分

所属单位和特派办主要负责人实施了

经济责任审计。

从审计情况看，大多数领导干部

能够执行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履行职

责，但也有个别领导干部法治观念和

责任意识不强，决策和管理不够规范。

此外，
"#!#

年地方审计机关共完

成对
$(%'

万人的经济责任审计，查出

领导干部对违法违规行为负有直接责

任的问题金额
"&'(!

亿元，涉嫌个人

经济问题的领导干部
)"

人、问题金额

*"*%

万元。审计后，
+"

名被审计领导

干部和
&%)

名其他人员的问题被移送

司法、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经济责任审计是指国家审计机

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对党政主要领

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职期

间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的监督检

查活动。我国自
!'''

年实施经济责

任审计以来，共对
&$

万多名领导干

部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其中省部级

党政领导干部和中央企业领导人员

!)#

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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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三公”经费应更坦诚些

! ! ! !

在中央一再督促下! 全国人大常

委会
!

月底批准
"#$%

年中央决算一

个月后 ! 中央
&%

多个部门公布了

"%$%

年"三公#经费决算情况和
"%$$

年预算情况$单从部门数量上看!公布

结果多少让人欣慰! 但颇费周折的过

程%难懂的数字及说明等!让人感到不

少部门&欲说还羞#!离真正公开%透明

还有很大距离$

"%%'

年
(

月起施行的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明确要求!财政预算%决算报

告应被列为重点公布的信息! 这其中

就包括&三公#经费的公开$ 但在今年

以前!始终未见有关部门公布&三公#

经费情况$今年全国两会结束后!国务

院常务会议数次对&三公#经费的公开

工作作出了部署! 明确要求公布中央

&三公#经费总数和部门&三公#经费情

况! 对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内容要详

细公布$ 仅从法律施行和国务院不断

的督促来看!有关部门公布&三公#经

费带有很不情愿的成分$

从公布情况看! 大多数部门仅仅

公布了预算%决算总数!至于费用为何

产生%怎样使用等实质性情况!要么语

焉不详!要么一带而过$还有一些部门

在公布的时间上下足了工夫! 有的选

择在下班后!有的选择在周末!更有部

门把公布时间选择在深夜! 给人们的

印象是在想方设法回避公众注意$ 焉

知这些&技巧#只会弄巧成拙!反而使

人们产生更多疑问$

中央作出公开 &三公# 经费的决

定!既是回应公众关切!消除公众对政

府部门使用&三公#经费的疑虑!长远

来说则是建立起与公众沟通的一条渠

道!倾听公众意见!促使各部门改进工

作!维护人民民主权利!从而使政府工

作获得人民群众更多理解与支持$ 要

想达到上述目的!需要各部门认真%积

极地对待&三公#经费公开工作!以坦

诚的态度对待公众的关切$

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
&%

周年讲

话中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

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

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

准$ 从这个意义上说!坦诚公开 &三

公#经费等信息!既是依法办事%令行

禁止的体现!更是践行党的宗旨的必

然要求!只能老老实实地做好 !不能

敷衍了事$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伪科学和炒作噱头
“网瘾基因检测”调查：

! ! ! !

从口腔黏膜提取
,-.

做基因解码

分析，就能知道孩子是否有网瘾倾向？连

日来，武汉中南医院体检中心一个全新

的检测项目在网上引起热议，许多网友

对所谓的“网瘾基因检测”提出质疑，普

遍认为这是“伪科学”、是“科学算命”。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调查发现，

医学上根本没有“网瘾基因”这一说，所

谓“网瘾基因检测”不过一个以偏概全的

“商业噱头”。

记者调查：“网瘾基因”不
过是个炒作噱头

中南医院体检中心主任邹世清接受

“中国网事”记者采访时说，“网瘾基因”

这一说在医学上是说不通的。所谓的“网

瘾基因检测”，实际上是通过基因检测，

综合分析儿童的行为特征、行为方式以

及其他方面的特征，判断孩子是否具有

某些容易引起上瘾倾向的先天特质，再

结合孩子的教育状况、社会交往等各方

面因素，来寻找相对科学的解决方案。他

说，网瘾的形成涉及心理学、社会学、行

为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不是仅靠基因检

测就能断定，但是通过基因分析，可以看

出一个孩子是否具有执着、好动或者自

闭等先天特质，以此作为判断是否易染

网瘾的辅助手段。

邹世清说，基因检测实际包括三个

方面的内容：一是部分与遗传基因相关

疾病的确诊；二是通过基因检测分析可

以判断一个人是否好发某些疾病，即疾

病的风险预测，从而可以提前做好预防；

三是对儿童基因的解读，发现孩子的行

为特征和某些方面的能力，为家长的教

育提供一个辅助的指引。

他说，体检中心的确为武汉联合基

因公司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在这里

接受患者的咨询和检测。

邹世清说，“我们与联合基因公司还

不是正式合作，我还需要继续观察。”

不过他也承认，所谓“网瘾基因”是

联合基因公司运作中的一种宣传方式，

公司要寻找一种能够被大家所能接受的

说法，达到吸引一部分人来咨询的目的。

“基因检测”：早就被人质
疑为“科学算命”

在武汉联合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的宣

传资料中，基因检测分为疾病易感基因检

测和儿童天赋基因检测两大类。基因检测

为人们对疾病早知道、早预防、早治疗提

供了依据，也为人们个性化用药提供了科

学依据，可以有效避免临床误诊，为人们

健康管理、科学保健提供了客观条件。

而儿童天赋基因检测包括了对儿童

学习能力（包括智商、情商）、艺术能力、

运动能力的检测，每种能力方面又包含

若干个方面的特长、能力和素质，如智商

类的认知能力、语言能力、逻辑思维能

力，情商类的性格类型倾向、成长激励、

意志力等，检测价为
$%)#

元。

宣传册中称：“运用科学的天赋潜能

检测加上专业心理测评，系统地对家庭

全部成员进行心理、教育环境分析，通过

各种参数测评掌握孩子（各项潜能）的实

际发展情况，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后，准确

定位孩子的天赋，出具详细的个性化教

育培养指导方案。”

在“联合基因集团”的官方网站上，

记者看到了不少眼花缭乱的宣传口号，

如“复旦大学一批教授创立”，“
!!

年来

致力于中国人的生命健康事业，迄今资

产规模已超
%#

亿元”“建立了中国第一

个大规模人类基因数据库”“拥有国内最

大规模的基因技术平台”等等。

但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事实上，

早在几年前，恰恰就是这家“联合基因集

团”打着发现下一个“郎朗”、“刘翔”、“贝

多芬”、“比尔盖茨”的口号，推出“儿童天

赋基因检测”时，人们对于其所谓音乐基

因、舞蹈基因、运动基因甚至早恋基因

等，就已经表示了普遍的质疑，认为这就

是打着科学旗号的“算命”。

据新华社武汉
'

月
$

日电

公开不应止于公布数据
透视中央部门首次公开“三公”经费：

! ! ! !

备受关注的中央部门“三公”经费，

在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动下，在舆论高

度关注和公众热切期盼中，终于第一次

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截至
+

月
!

日，已有
'#

多家中央部门

公布了
"#!#

年财政拨款开支的“三公”经

费支出决算和
"#!!

年预算情况。

重要的第一步，难能可贵；透明政府

建设，值得期许———公众这样评价。

“提高财政信息透明度是大势所趋，

积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坦诚公布‘三

公’经费情况，有助于消除舆论猜测，增

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心。”财政部财政

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说。

“三公”经费公开不应止
于公布数据

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的第一步

终于迈出。面对各部门“晒”出的从不足

百万到超过
"!

亿元的“三公”经费账单，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面对或简单不过几

行字，或洋洋数千言的情况说明，应当给

予怎样的解读？

“公布‘三公’经费无疑是巨大进步，

但让老百姓看得明白，满足其知情权，行

使其监督权，不是公布几组数据、写一些

说明那么简单。”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认为，首先要对“三

公”项目和科目给出明确定义和具体解

释。比如，“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要细

化出公车购置、维修、运行等分项经费，

包括有多少车辆、多少司机、公车用途等

等。再如，公务接待费包括哪些费用，哪

些人可以受到公款接待等。

这方面，审计署公布得较为详细：

"#!#

年公车购置及运行费决算数为

!""'(%)

万元，其中购置支出
!!)

万元，购

买了哪些车辆、花费多少都有介绍；运行

维护
!!!&(%)

万元，公车实有数和平均单

车运行维护费也有数据，并解释了单车

运行维护成本上升的原因。在公务接待

费方面，公布了涉外接待费较为详细的

情况，以及对内接待费的简单情况。

“公布‘三公’经费，是为了让公众能

够监督政府的财政支出。然而，相当多的

部门公布的‘三公经费’都没有详细解释

和分项数据，只有几个总数，这些开销是

否合理，让公众无从评判。”许光建说。

各部门“三公”经费差距
巨大，不能单纯看绝对数字

从已经公开的去年“三公”经费决算

数字看，各部门数额高低不等、差距甚

大。低的如国家信访局的
'+(")

万元，高的

如国家税务总局（含国税系统）的
"!(%

亿

多元，应当怎么评判“三公”经费的高低？

“看待这个问题要理性，不能单纯看

绝对数字，因部门职能和性质不同。评价

‘三公’高低的标准是绩效，关键是用尽可

能少的钱把该办的事办好。”刘尚希说。

他认为，政府保持正常运行需要一

定的成本投入，大家能够理解。例如，在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国际交往日益增

多，越来越多的部门有越来越多涉外交

往，这些相关部门的因公出国（境）费的

开支较高有一定合理因素。

信息越详细，质疑就会越少。专家建

议，为了便于公众理解，在公布“三公”经

费时应介绍本部门工作性质和具体事项。

审计部门应介入进行核
实和评析

各部门公布的虽然都是“三公”经

费，但细细研究，包含部门和机构的范围

大不相同。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三公”

经费包括
$)%*

个预算单位，分总局、省

局、地（市）局、县（区）局和乡（镇）分局

（所）五级；同样是垂直管理的铁道部，公

布的仅是部门本级、离退休干部局和
$#

个事业单位的情况。

“部门本级、部门本级和部门所属的

事业单位、垂直管理的全系统，这三个不

一致的口径，让公众无所适从。即便是垂

直管理的部门，应当把部门本级‘三公’

经费和其垂直系统的下级部门的‘三公’

经费情况分开公布。”许光建建议。

一些专家还认为，“三公经费”不是

只公开就万事大吉，更重要的是在公开

后加强审核和监督。他们建议，中央部门

“三公”经费公开后，审计部门应该介入，

就公布情况进行核实和评析，并就公开

方式和内容提出完善建议，特别对公布

的格式、细化的程度、说明的内容等都应

详细规定，回应公众期待，确保大家的知

情权和监督权。

地方政府“三公”经费公
开更艰巨

舆论也同时认为，大部分中央部门

“三公经费”公开后，下一步预算透明、财

政公开的任务更加艰巨。接下来，地方政

府“三公”经费公开的任务更为艰巨。截

至目前仅北京、上海公布了“三公”经费。

“中央部门主要是制定政策，和大家

的利益关联没有那么直接。大家更关注

的还是地方政府‘三公’经费支出等，这

直接关系民生投入的多少。”许光建指

出，下一步，地方政府应当依照中央部门

的情况，尽快公开较为详细的“三公”经

费情况。

他认为，“三公”经费公开中存在的种

种问题和不足，总的来说有三方面原因：

认识问题、利益问题以及技术问题（财务

基础薄弱），“这有一个过程，但只要走出

第一步，就不会也不可能再回头。”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

相当多部门公布!三公经费"过于简略

!

各部门经费差距巨大但不能单纯看绝对数字

!

下一步#地方政府!三公"经费公开更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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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去年审计机关查出领导干部对违法违
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问题金额

#$%&'

亿元

长江水质良好
太湖巢湖轻度富营养化

环保部：

! ! ! !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环

境保护部日前发布
"#!!

年上半年

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状况。统计显

示，
"#!!

年上半年，重点流域水环

境质量总体为轻度污染。

"#!!

年上半年，七大水系水质

总体为轻度污染，主要污染指标为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和五日生化需

氧量。
!!"

类水质断面占
)$('/

，

劣
#

类占
!*(%/

。与上年同期相比，

!!"

类水质断面比例提高
!('

个

百分点，劣
#

类水质断面比例降低

&(&

个百分点。七大水系中，长江、珠

江
!!"

类水质断面比例在
*)/

至

'#/

，水质良好；海河劣
#

类水质断

面比例超过
&#/

，为重度污染；其

余河流为中度或轻度污染。

在重点湖泊中，太湖和巢湖为

轻度富营养状态，滇池为中度富营

养状态。洞庭湖、鄱阳湖为
01

类水

质，洪泽湖、白洋淀为
1

类水质。

! ! ! !

这是
'

月
$

日拍摄的三峡升船

机筒体主体工程施工工地$

日前 ! 被称为三峡工程 &谜

底#的三峡升船机筒体浇筑高程已

突破
$)%

米!距离
$&!

米平台及横

向联系结构高程仅剩
"*+,(

米$ 三

峡升船机是三峡双线五级船闸之

外的一条快速通道! 预计
"%$(

年

正式投入运行$ 届时!

,%%%

吨级的

中小型客货轮或特种船舶能乘此

&电梯# 短时内垂直升至百米以上

的上游水道!三峡船闸通航效率将

因此提高$ 新华社发

三峡升船机筒体
浇筑高程破 170米

! ! ! !'

月
$

日!蒙古族姑娘在那达慕大会上手捧哈达$ 当日!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

族自治县举行蒙古贞敖包文化旅游节$ 那达慕大会是本次旅游节的重要活动之一!

其中赛马%摔跤%拔河等民族特色体育项目更是吸引了大量游客观看$ 新华社发

辽宁阜新举行那达慕大会

! ! ! !

中南医院体检中心主任邹世清承认!

&网瘾基因#是一种宣传方式$ 新华社发

一主犯被判无期没收财产
河北昌黎假红酒案一审宣判

! ! ! !

据新华社石家庄
!

月
"

日电 备

受关注的河北省昌黎县假酒案一审宣

判，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和

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分别对两起

制造销售假葡萄酒案作出一审判决，
'

名被告人均被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判刑，王春平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

+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
*

年至
!)

年

不等的有期徒刑。

秦皇岛市中院审理查明，自
!''+

年以来，王春平多次利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和技术，组织工人提取葡萄酒原

汁后，在剩余的果肉、果皮残渣中加入

水、白砂糖、酒精、酵母等物质，再次生

产发酵液
-

也称&品丽珠#!俗称&二次

汁#

.

。同时，为确保酒监测达标，王春

平在酒基调配过程中，另加入红米红、

甘油、酒精等食品添加剂，并批量生产

销售。

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

处王春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马剑飞、张

丽莉、邓建光、胡娜、吕明刚
)

人
*

年

至
!)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
!#

万

元至
!&#

多万元不等的罚金。

秦皇岛市海港区法院认定，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间，侯海明、

程和明、尹国
$

人为降低成本，采用非

葡萄酒工艺配制、勾兑、生产劣质红

酒，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均被判

处
!)

年有期徒刑，并处
)#

万元罚金。

两案中制售假酒的基地昌黎古城

葡萄酿酒有限公司等
$

家葡萄酒酿造

公司，均被以同样罪名分别被处以
"##

万元到
&##

万元人民币不等的罚金。

! ! ! !

这是
'

月
/

日在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拍摄的面积约
'%

亩的稻田画&锡伯骑射#$

位于沈北新区兴隆台村的稻田画共有
*

幅!总面积约
/(%

亩!由紫色%黄色和绿色的水稻组成$ 新华社发

辽宁沈阳：田中“作画”

遇难人员增至 8人
山东乳山暴雨灾害续：

! ! ! !

据新华社济南
!

月
"

日电 记者

!

日下午从山东乳山“
*

·
")

”防汛救灾

工作领导小组获悉，截至
+

月
!

日，乳

山市在暴雨中遇难的人数由原来的
%

人增至
+

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已

经基本实现畅通。

据悉，新增的
"

名遇难者此前遗

体被大水冲走，后在救灾过程中被发

现。乳山市民政局最新数据显示，这次

暴雨共造成乳山市
$)

万人受灾，部分

教育设施、电力设施、通信设备损坏。

目前，乳山市已经召开城区部分

受灾村庄房屋征收补偿重建专题会

议，并决定结合旧村改造工作，对城区

受灾较重的
!#

个村进行整区、整村改

造规划。乳山市委书记傅广照说：“我

们将确保用
!

年半、力争
!

年左右的

时间，使受灾群众住上新楼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