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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反腐 谷俊山中將涉貪落馬
軍網證實已去職 總後勤部展開幹部教育管理

中西部「用工荒」企業車站「截人」

市委書記出訪 需向省委書記請假

哈珀訪重慶 薄熙來晤見

記者昨日登陸國防部網站，在「軍委
總部領導」一欄的總後勤部領導序

列中，已看不到谷俊山名字。國防部網站
顯示，谷俊山最近一次以總後勤部副部長
身份在媒體上公開露面是1月18日在北京參
加總後勤部老幹部新春團拜會。

出任總後「肥缺」借土地開發謀利
今年將屆56歲（1956年10月出生）的谷

俊山，是河南濮陽人，曾任總後基建營房
部辦公室主任、營房土地管理局局長、總
後基建營房部副部長、總後基建營房部部
長、全軍綠化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全軍房
改辦公室主任等職。2009年12月任總後勤
部副部長。2003年7月晉陞為少將軍銜。
2011年晉陞為中將軍銜。

今年春節期間，谷俊山因腐敗落馬的傳
聞就已流傳於網絡。有外媒報道稱，谷俊
山出任總後勤部「基建營房部」部長這一
「肥缺」時，在軍用土地的徵用、置換過程
中涉及貪腐。還有傳言說谷俊山涉嫌在土
地開發中違法謀利，其弟是河南家鄉有勢
力的房地產商，在家鄉河南仗哥哥之勢生
產軍隊用品起家，強佔土地開發。
中國軍網全媒體記者孫禮上月29日在其

微博上說：「2001年，王守業卸任總後基
建營房部部長，谷俊山升任該部副部長；4
年後，王守業中將落馬，被稱為解放軍史
上第一貪。谷俊山於2007年接任營房部部
長，4年後⋯⋯」
王守業是海軍前副司令員。2005年年底，

他因貪污受賄、包養情婦等問題被查辦。

王守業曾自稱，海軍副司令員官雖然大了
許多，但手上掌握的實權，掌管的資金，
卻遠不如他之前擔任的基建營房部部長。

軍方開學習班 強調乾淨做事
據一則廣為流傳的網絡訊息顯示，中共

元老劉少奇之子、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
源春節前夕在對600名軍官講話時坦言，在
他主管的部門中，腐敗「非常嚴重」、「隨
處可見」、「觸手可及」。對於軍隊的腐敗
問題，劉源表示，要堅決剷除，不達目
的，死不罷休。劉源的上述講話，目前尚
未獲得官方的公開證實。
中國國防部網站11日消息，自2月10日開

始，解放軍總後勤部機關將集中利用20天
時間、分4個階段展開「講政治、顧大局、
守紀律」學習教育活動。中央軍委委員、
總後勤部部長廖錫龍在講話中強調，要
力加強高中級幹部教育管理，使各級領導
幹部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蓬勃朝氣、昂揚
銳氣和浩然正氣，堂堂正正做人，乾乾淨
淨做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國防部網站昨日證實，解放軍總

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中將已去職。儘管官方並未透露谷俊山去向，但谷俊

山因貪腐落馬的傳聞在坊間已經流傳數日。此消息一旦被證實，谷俊山將

成為繼原海軍副司令王守業中將之後又一落馬的高級將領。

■2001年，原海軍副司令王守業中將(小圖)卸任總後勤部基建營房部部長後，谷俊山升任該

部副部長。 資料圖片

據中新社11日電 加拿大總理哈珀周六訪
問重慶，與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進行一個
小時的會談，雙方討論到如何密切加拿大
與重慶經貿投資，以及加強民眾間的紐
帶。另外在重慶期間，哈珀也宣佈，中國
一對大熊貓將於明年正式租借到加拿大。

一對大熊貓租借予加國
11時許，哈珀總理的灰色專機降落在重

慶江北機場，重慶市副市長吳剛等中方人
員到機場接機。隨同哈珀總理來訪的有總
理夫人、加拿大外交部長、農業和農產品
部長、國際貿易部長、自然資源部長、駐
華大使等官員及企業家、記者共約60人。
在參觀重慶寸灘港後，哈珀一行赴重慶

市動物園。在動物
園熊貓館前的臨時
場地上，中加雙方
簽訂了有關協議。
按照雙方協議，重
慶動物園的大熊貓「二順」和四川成都大
熊貓繁育研究基地的一隻大熊貓將被租借
到加拿大，兩隻大熊貓將先後在加拿大多
倫多動物園和卡爾加里動物園安家，中加
有關方面還將開展合作，共同保護和繁育
大熊貓。

駐渝領事館升級以拓出口
哈珀總理在此間表示，形象可愛的大熊

貓是和平的象徵，此次中加雙方租借熊貓

協議的簽訂，推進了中加兩國及人民間的
關係向前發展。
當天下午6點，哈珀總理與重慶市委書記

薄熙來會面。兩人會談近一個小時。雙方
討論到如何進一步密切經貿投資聯繫，另
外哈珀與薄熙來也商討了如何加強雙方民
眾間的紐帶。哈珀稱讚重慶的快速發展，
並宣佈將加拿大重慶領事館，升級為總領
館，以拓展加拿大企業對重慶的出口。
重慶是哈珀這次訪華的最後一站，晚上9

點，他搭乘專機離開。

■11日，加拿大總理哈珀與夫人勞琳在重慶動物園參觀大熊貓。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河南商報10日報
道，河南省今後對制止公款出國（境）
旅遊，將實行常態化管理，河南省轄
市市委書記出訪，需先書面向省委書
記請假。使用因公出國（境）仲介機

構，要進行公開招標。
在10日召開的河南省制止公款出國（境）

旅遊專項工作總結電視電話會上，河南省

紀委副書記李建社表示，「今後省轄市市
委書記出訪，需先書面向省委書記請
假。」
據相關官員透露，今後河南各省轄市

外僑辦和省直因公出國（境）任務多的
單位，要對使用因公出國（境）仲介機
構進行招標，不得由個人指定仲介機
構，嚴禁因公出國（境）仲介機構為因

公出國（境）團組出具與公務活動無關
的財務票據。對違規仲介，將取消其承
辦或者接待資格。
單位領導出國，要讓單位職工知曉。各

省轄市和省直單位應通過內部局域網、公
開欄等便於群眾知曉的方式，將因公出國
（境）團組資訊進行事前公示、事後公開，
自覺接受群眾、社會和輿論監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白林淼 溫州報

道）11日，為期4天的溫州市十一次黨代
會勝利閉幕，浙江省副省長陳德榮當選
為溫州市委書記，陳金彪、王昌榮為副
書記，彭佳學、葛益平、陳作榮、李一
飛、陳曉明、雷林、吳開鋒、胡劍謹、
王立彤、黃寶坤為市委常委。
陳德榮，男，漢族，1961年3月出生，

浙江富陽人。1985年7月參加工作。武漢
鋼鐵學院冶金系鋼鐵冶金專業研究生畢
業，高級工程師。歷任杭州鋼鐵廠技術
開發處處長助理、副處長，轉爐煉鋼分

廠副廠長、廠
長，杭州鋼鐵集
團公司（浙江冶
金集團）副總經
理，嘉興市副市
長，市委常委、
常務副市長，市
委副書記、市
長，市委書記，
溫州市委書記等
職。2010年7月任浙江省副省長，兼溫州
市委書記。

浙江副省長陳德榮 當選溫州市委書記

人 事 變 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恆 杭州報道）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陳敏爾任中共貴
州省委委員、常委、副書記。
陳敏爾，男，漢族，1960年9月生，浙

江諸暨人，1982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1年8月參加工作，中央黨校研究生。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
員。曾任浙江省紹興師範專科學校宣傳
部幹事，紹興市委黨校理論教員，紹興
市委宣傳部幹事、科長，紹興縣委常
委、宣傳部部長，紹興市委宣傳部副部
長，紹興縣委副書記、縣長，紹興縣委
書記、縣長，紹興縣委書記，紹興市委

常委、紹興縣委
書記，寧波市委
常委、副市長，
寧波市委副書
記、副市長，寧
波市委副書記，
浙江日報報業集
團社長、黨委書
記，浙江省委宣
傳部部長，浙江省委常委、宣傳部部
長，浙江省副省長，浙江省委常委、浙
江省副省長。2012年1月任貴州省委副書
記。

浙江副省長陳敏爾 調任貴州省委副書記

■陳敏爾

■陳德榮

據人民網11日電 9日，江
陰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舉行
第二十八次會議，會議表決
通過了有關人事任免，吳芳
任江陰市人民政府副市長；
虞衛才任江陰市人民政府副
市長；免去袁秋中江陰市人
民政府副市長職務。
這項任職決定引起不少網

友的注意，原因是吳芳是
「天下第一村」華西村老書記

吳仁寶的孫女。
吳芳，1974年11月出生，

此前曾任江陰市南閘街道黨
工委書記、人大工委主任。
2011年6月，無錫市委組織部
幹部任前公示，其簡歷顯示
吳芳是1992年6月參加工作，
1995年4月入黨，黨函本科學
歷，擬任江陰市委常委。隨
後不久吳芳任江陰市委常
委、宣傳部長。

華西村老書記孫女 任江蘇江陰副市長

香港文匯報訊 從公開的媒體報道中，
重慶市公安局黨委書記一職已經由江津
區委書記關海祥擔任。
關海祥，男，蒙古族，1969年9月生，

吉林洮南人，1992年6月加入中國共黨，
1993年7月參加工作，中央黨校研究生院
政治學專業畢業，中央黨校研究生學
歷。

歷任共青團中央組織部幹部一處科
員、幹事、副處長；共青團中央組織部
組織處副處長、處長；共青團中央組織
部副部長；共青團中央青工部部長；共
青團中央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長；重慶市
江津區委副書記、區政府黨組書記、代
區長、區委副書記、區人民政府區長、
區委書記。

關海祥任重慶公安局黨委書記

■吳芳

■11日，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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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2012年春季全區人才交流大會在廣西南寧舉行，一家展會公司在展位

前插上「招兵買馬」四面旗幟，吸引了不少求職者。圖為求職者在排隊等待時張

望。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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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馬

據新華社11日電 「辛苦外出一年，不如努力
在家實幹。」中國中西部省份打出這樣的口號，
加入了今年春節後的招工大戰。不少企業還將招
聘會開進了火車站、長途汽車站，「截留」部分
原想返回沿海的農民工。據悉，扣除生活成本因
素，中西部地區的工資水準目前與沿海地區已差
距不大。
在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區經營一家通訊設備生產

企業的老闆楊新平，元宵節後，連續兩天來到火
車站「設攤」招工。
「幹過設備組裝吧？工資比去年上調10%至

20%怎麼樣？你的行李都帶 了吧？今天晚上就
安排好住宿，走吧？」因為手中壓 訂單，工人
又缺得厲害，楊新平急切地開出了優惠條件，恨
不得現場就能拉走一批工人。
春節後，很多像楊新平一樣的企業主走進火車

站、長途汽車站招工。走訪合肥市若干個人才市
場，幾乎沒有用人單位還「坐在椅子上等應聘者
上門」。
據安徽省人社廳預計，今年一季度，安徽省用

人缺口約為20萬人。事實上，其他一些中國中西
部的勞動力輸出大省，如河南、四川、湖北、江
西等省市都出現了日益明顯的「用工荒」。
經濟學家分析指出，在產業轉移和城市化的大

背景下，中西部多個省份經濟快速發展，成為
「用工荒」呈擴大趨勢的重要原因之一。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會見加拿大總理哈珀。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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