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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此次發佈審計結果的13家企業，均為國有大型
央企或國有政策性或商業銀行，設計電力、商貿、

電信、金融、航空運輸等行業，審計資產量達企業資產
總額的50%以上。

內部財務收支混亂

魏強歸納，此次審計主要發現三大類問題：部分企業
財務管理不規範，會計核算不準確，報表編制不完整﹔
部分企業投資決策和工程項目管理不規範，部分項目存
在論證不充分、程序不合規，個別項目因經營決策不當
造成重大損失﹔部分企業對內部管理重視不夠，對下屬
單位的內部管控存在薄弱環節。

審計結果顯示，一些央企內部財務收支混亂。例如，
國家核電所屬國核電站運行服務技術公司等5家單位，
2009年至2011年期間以會務費、物業費等名義在成本費用
中列支3,399.59萬元，實際用於購買發放給職工的購物
卡。而中移動中移動集團總部、中國移動研究院，2009年
至2011年在福利費中為職工購買不記名多用途健身卡

2,405.74萬元，實際可用於健身、餐飲、購物等活動。

3銀行違貸超200億

審計公告還顯示，多家央企違規投資或未經審批就開
工建設。比如，2005年至2006年，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及所
屬國投洋浦港有限公司違反國家有關規定，投資別墅等
項目。截至2012年5月底，累計完成投資4.44億元。截至
2011年底，國電集團在未獲核准的情況下，開工建設21個
項目，已完成投資299.62億元。2011年3月，中航集團未
報經發展改革委立項審批，開工建設總部大廈，概算總

投資13.45億元。
此外，審計署還發現，中國進出口銀行、農業銀行、

建設銀行存在違規發放貸款200多億元等問題。
面對審計署「點名」，相關企業昨日均表示，誠懇接受

審計結果，並積極在其官網對審計署報告中披露的問題
主動進行公布。據稱，目前報告中所提及的大部分問題
已整改完畢。魏強則透露，截至2013年3月底，相關企業
制訂完善規章制度785項，對70名相關責任人進行了嚴肅
處理，其中廳局級幹部15人。同時按審計要求，企業已補
繳各項稅款5.37億元，挽回損失6.22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國家審

計署昨日發佈10家央企和3家銀行的審計公告，

再揭國有資產管理的「黑洞」。審計結果顯示，

國投公司違規投資4.44億建別墅，中航未經審批

投13億建總部大樓，而國電未獲核准開工項目將

近300億，此外，國家核電違規發職工福利數千

萬，而中國移動僅購買健身卡就用了2,000萬。

審計署企業審計司負責人魏強還透露，此次審計

「挖出」多起重大經濟案件線索，已移送紀檢監

察或司法機關立案查處。而截至今年3月底，15

廳局級幹部因此受到嚴懲。

PM2.5納入京霾預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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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設內地首個公立醫管中心

昆明市長：煉油項目由民做主

88企違法排污 平均罰不到7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

據環境保護部昨日披露，今年進行的華北六
省市地下水污染專項檢查顯示，受檢查的
2.6萬多家企業中，對88家企業處以罰款，總
額達613萬餘元，平均每家罰款不到7萬元；
另有80家企業的違法行為被立案。檢查發現
55家企業存在利用滲井、滲坑等設施處理污
水，其中天津5家、河北6家、山西1家、山
東14家、河南29家。

環保部負責環境監察的官員表示，污染地
下水是很嚴重的違法行為，但從未有企業或
相關人士承擔過刑事責任，而目前行政處罰
的最高限額，也僅為50萬元而已，違法成本

過低，導致企業屢屢違法。

40天查華北逾2萬企業

環保部通報，今年2月下旬至3月，環保部
組織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河南
六省市的環保部門，以地下水水質異常的區
域為重點，以廢水排放量與理論產生量明顯
不一致、建有滲坑滲井或旱井的企業為重點
目標，全面排查華北工業企業廢水排放去向
和污染物達標情況。

在為期40天的檢查中，共檢查涉水排污企
業25,875家，查處各類環境違法行為558件。
各級環保部門對424家企業責令限期改正。

環保部有關負責人表示，天津、河北、山
西、山東、河南5省(市)將分別公開利用滲
坑、滲井排放的環境違法企業名單和有關信
息，接受社會監督。

近年來，華北地區地下水環境質量進一步
惡化。此前環保部、國土資源部等相關部門
聯合公布的《華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
方案》顯示，華北局部地區地下水存在重金
屬超標的現象，主要分布在天津和石家莊、
唐山、德州等城市的周邊；地下水有機物污
染主要分布在北京的南郊地區，石家莊、邢
台、邯鄲，濟南—德州東部，豫北平原等
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若溪、實習記

者 胡珊鳳 深圳報道） 作為公立醫院改革
國家聯繫試點城市之一，深圳曾在內地率
先取消所有公立醫院藥品加成。昨日，內
地首個公立醫院管理中心在深圳正式掛牌
成立，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等11家市屬公立
醫院及深圳市老年醫學研究所率先被納入

管理，標誌 深圳公立醫院正式走向「管
辦分開、政事分開」。該中心主任羅樂宣
表示，將統一履行舉辦公立醫院的職責，
監管公立醫院人、財、物等運行，將探索
統一採購配置公立醫院大型設備和醫療器
械等，降低醫療費用。

港大深圳醫院院長鄧惠瓊表示，1990年
12月香港醫管局成立，接管了香港所有公
立醫院及相關醫療服務，並負責所有醫院
的財務人力資源管理，最大限度肅清了腐
敗。儘管深圳的起步落後香港23年，但對
於深圳也開始嘗試建立醫管中心的方式，
鄧惠瓊表示仍值得期待。

根據《深圳市公立醫院管理體制改革方
案》，衛生行政部門不再承擔公立醫院舉
辦職責。強化統一醫療機構准入上，加強
對港澳台醫師在內地短期行醫執業註冊。

粵港擬共建穗期貨交易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叢書 廣州報道）

今年是《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2008-2020年）》實施的第5年。廣東從被
動接受國際產業分工的低端外向型經濟，
向主動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相對高端的開
放型經濟努力轉變。中央政治局委員、廣
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前日在穗召開綱要實施
總結動員會上，指出了未來將要推進的64
個重大建設項目，其中推動粵港澳服務貿
易自由化，推動粵港澳金融服務機構跨境
互設與合作，爭取粵港共建廣州期貨交易
所尤為引人矚目。

動員會上，正式印發了《實施<珠三角
規劃綱要>實現「九年大跨越」工作方案》

（以下簡稱《方案》），明確了GDP年均須
增9%以上。

港資旅社有望享國民待遇

《方案》強調，珠三角地區要全面提升
開放型經濟水平，構建對外開放合作新格
局。《方案》提出，爭取對在粵的港澳資
旅行社實行國民待遇，促進旅遊簽證及通
關便利化。完善「一試三證」（考生一次
鑒定考核通過即獲得國家職業資格證書、
港澳官方資格證書和國際權威認證資格證
書）人才培養評價模式。《方案》還明確
表示，到2015年，珠三角各級行政審批事
項壓減40%以上。

全球首個海上世園會遼寧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符曉寧、于珈琳 錦

州報道） 以「城市與海，和諧未來」為主
題的2013中國．錦州世界園林博覽會昨日
舉行開幕儀式。本屆錦州世園會突出歷史
與未來、城市與海洋、生態與科技的融
合，並在眾多領域成為世界首創。遼寧省
長陳政高表示，這是兩大國際園林組織在
全世界範圍內的首次合作，是世界上第一
個海上世園博覽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鍾小強 昆明報道）

昆明市人民政府市長李文榮昨日上午在中石
油安寧煉化項目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石油
雲南煉油項目副產品配套項目上不上、上什
麼樣的產品，將走民主決策的程序。「大多
數群眾說上，市政府就決定上；大多數群眾
說不上，市政府就決定不上。」

4日，昆明年規模千萬噸的中石油煉化項
目引發了民眾對周邊環境的擔憂，數千市
民在昆明市中心街頭用和平的方式表達自

己的訴求，並高舉「PX項目滾出昆明」等
標語。

會上，雲天化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
理胡均介紹，為配合中石油雲南千萬噸煉
油副產品的資源綜合利用工作，雲天化石
化公司於2010年8月開始啟動副產品配套項
目前期工作。截至目前，可研報告、環境
影響評價報告尚未完成。「因此，現在配
套石化項目沒有建設，不僅沒有建設，連
設計都沒有開展。」

香港文

匯 報 訊

（記者 馬

琳 北京報

道 ） 國
家林業局
局長趙樹
叢 (見圖)

昨天上午
在出席中央電視台2013年「美麗
中國．濕地行」大型公益活動啟
動儀式時表示，僅過去10年間中
國濕地面積就縮減了2.9%。他向
本報記者指出，目前中國濕地保
護主要存在四方面問題，一是法
律缺失，國家缺少針對濕地保護
的專門法律；二是水體和環境污
染；三是存在對濕地非法佔用現
象；四是人們對濕地生態功能認
識不足，對濕地保護意識淡漠。
他並表示，國家林業局根據十八
大精神，目前已經制定了濕地保
護管理辦法，同時國家也在研究
制定濕地保護條例。

趙樹叢指，目前，中國基本形
成了以41處國際重要濕地、550多
處濕地自然保護區、400多處濕地
公園為主體的全國濕地保護體
系，但自然濕地面積僅佔國土面
積的3.77%，遠低於世界16%的平
均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茜婷 北京報道）

近年來內地不斷出現霧霾天氣，對人們的
身心健康造成越來越嚴重的影響。日前北
京市修訂了4種氣象災害預警信號，將新增
加霾紅色預警。並在使用能見度、空氣濕
度作為劃分霾等級指標的基礎上，首次引
入PM2.5作為預警的標準條件之一。

今年1月1日至29日，內地霧霾平均日數
為4.0天，較常年通氣偏多1.2天，為1961年
以來最高。是次北京市氣象局公布新版

「北京市氣象災害預警信號和防禦指南」，
就是針對霧霾等對公眾產生的影響而做出
的適當調整。該局表示，新版北京市氣象
災害預警信號主要對霾、颱風、沙塵和道
路結冰等氣象災害進行了修改。

據悉，PM2.5濃度可說明空氣渾濁程度，
亦對大氣能見度有較為直接的影響。新版
指南修訂以後，在原有的霾黃色和橙色預
警基礎上，新增了霾紅色預警信號，並且
在使用能見度、空氣濕度作為劃分霾等級
指標的基礎上，首次引入PM2.5作為預警的
標準條件之一。

據《新京報》報道，北京市氣象局表
示，修訂前的預警信號，內容少，針對性
差，低級別預警防禦內容常未包括在高級
別預警中。此外，政府應對措施與個人措
施交替出現。新預警信號中，高級別的預
警中，保留了低級別預警防禦指南的基本
內容，政府和個人措施也更為明確，即政
府應對措施在前，公眾防禦指南在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廣東再有一地級市高層落馬。廣東省紀檢監
察網10日發佈消息，經中共廣東省紀委有關
負責人證實，中共肇慶市委常委劉龍平，因
涉嫌嚴重違紀，於近日接受組織調查。據
悉，這是一星期內，廣東省第二名副廳級幹
部涉嫌違紀調查，5月6日，廣東省紀委對廣
東省司法廳原黨委副書記、巡視員王承魁嚴
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檢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佛山高明區人大副主任陸幟然日前被曝
光擁有億元財產。佛山市紀委10日發佈
消息稱，經查，佛山市高明區人大常委
會原常務副主任陸幟然嚴重違紀並涉嫌
犯罪。經市紀委常委會審議並報市委批
准，決定給予陸幟然開除黨籍、開除公
職處分，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正式宣佈
對其進行「雙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江西
省紀委昨日證實，南昌大學黨委副書
記、校長周文斌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
在接受組織調查。

據南昌大學官方網站資料顯示，周文
斌，研究生學歷，工學博士，教授，博
士生導師，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
表大會代表，中共江西省第十二屆委員
會候補委員。

粵再有高官涉違紀落馬 佛山億元財產官員雙開 南昌大學校長涉違紀被查

■國家審計署昨日再揭10家央企和3家銀行資產管理「黑洞」，涉及中移動、農行、建行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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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 本報記者于珈琳 攝

■中石油安寧

煉化項目新聞

發布會現場。

本報昆明傳真

■港大深圳醫院(圖)今後將由深圳市醫管

中心主管。 本報記者郭若溪 攝

審計署揭10央企資產「黑洞」
國投4億違規建別墅 中移動2千萬購健身卡

13企業遭點名
企業 問題

中國出版集團 虛列會議費諮詢費近百

萬

國投公司 違規投資別墅項目，累

計投資4.44億

國家核電 違 規 發 職 工 福 利 數 千

萬，多個項目未獲准就

開工

華能集團 風電項目違規徵地8萬

畝，重大項目涉經濟違

法

中儲糧總公司 未經審批開設84.4億存單

中國航空集團公司 2011年未獲審批投13億

開建總部大樓

商飛 整改上航7000萬元項目

未公開招標

中國移動 違 規 招 標 涉 金 額 數 百

億，對外重大投資失誤

三年損失30多億

國電集團 未獲核准開工建21個項

目，投資已近300億

五礦集團 違規招投標涉逾14億

中國進出口銀行 違規放貸79.44億

中國農業銀行 違 規 發 放 法 人 貸 款 共

98.13億

中國建設銀行 違 規 發 放 法 人 貸 款 共

68.16億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