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李叢

書 廣州報道)

廣東省肇慶市
端州區黃崗街
道辦的領導被
舉報「中秋節
前用公款組織
跨省旅遊，看
淫穢鋼管舞」。
肇慶市委宣傳
部官方微博和
端州區委宣傳
部官方微博昨
日分別對此事
作 出 正 面 回
應：公款旅遊
屬實，觀看淫
穢鋼管舞是隨隊司機個人行為。
有網友日前爆料，指肇慶端州區黃崗街道辦領導中秋

前組織幹部公款旅遊，領導班子帶隊集體觀看淫穢鋼管
舞。肇慶市委宣傳部官方微博「美麗肇慶」昨日率先公
佈了對此事的調查處理情況，微博稱「所涉及旅遊費用
已全部清退繳交至該區紀委；區委對街道相關責任人姚
國輝、黃華升、鄧雪娟做出停職處理，並由區紀委、區
監察局進行黨紀或政紀立案，作進一步調查處理；區委
責成黃崗街道黨工委作出深刻的書面檢查。」隨後，
「美麗肇慶」針對爆料照片作出回應：「『幹部看淫穢鋼
管舞』係隨隊司機個人行為。」

學習活動經費用作旅遊

記者從端州區文明辦獲悉，黃崗街道黨工委於今年7
月份針對街道重新調整組建7個黨支部的實際情況，同
意分別由各黨支部開展參觀學習活動，並安排每人500
元活動經費開展黨支部活動。目前已開展活動的3個黨
支部中，有2個黨支部沒有按原計劃到廣寧「八一」農
場進行黨小組活動，而是擅自改變行程分別到桂林陽朔
和陽西沙扒灣等旅遊景區活動，有1個黨支部按計劃到
中山市南朗鎮學習交流社會事務管理工作後，晚上擅自
改變行程到珠海東澳島景區活動，將活動經費用在公款
旅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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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促狠剎招商奢華風
部分境外推介活動過多過濫過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孔雯

瓊、章蘿蘭 綜合報道）商務部新聞發
言人沈丹陽昨日在京表示，中國（上
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內暫時調整有關
法律規定的行政審批將從2013年10月1
日起實行。據外界揣測，此言或意味
上海自貿區將於10月1日正式啟動。

另有消息稱，上海自貿區正式啟動後
先期將啟動56項試點，其中包括小部
分金融開放內容。
沈丹陽表示，7月3日，國務院常務

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國（上海）自
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8月17日，
國務院批准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
易試驗區，範圍涵蓋了上海市外高橋
保稅區、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洋山
保稅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
等四個海關直屬監管區域，總面積為
28.78平方公里。

包括小部分金融開放內容

「8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授
權國務院，在試驗區內暫時調整有關
法律規定的行政審批，決定從2013年10
月1日起實行。」沈丹陽表示，目前，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各項籌
備工作正在有序進行中，待國務院對
整體方案的正式批覆文件下達以後，
就可以正式啟動。
另有消息稱，上海綜合保稅區相關

人士透露，中國（上海）自貿區目前
確定為29日掛牌，10月1日正式啟動，
先期將啟動56項試點，今年年底前再
啟動42項試點。該人士同時表示，金
融放開的步伐會稍微緩慢，先期啟動
的56項改革中包括少部分金融開放內
容，後續的開放將在年底前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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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秋將至，全國各級電視台認真貫徹落
實中宣部等五部委《關於制止豪華鋪
張、提倡節儉辦晚會的通知》要求，
紛紛採取措施節儉辦中秋晚會，在演
出場地選擇、演員陣容控制、舞美燈
光製作規模等多方面做了精簡與調
整，不少電視台則調整了節日報道安
排，取消了中秋晚會。
據中央電視台負責人介紹，央視中

秋晚會是央視自創的重點品牌晚會，
今年將於9月19日晚在廣東梅州與全
國電視觀眾見面。本 「節儉辦秋晚」
的宗旨，今年晚會大幅度縮減了「明
星」比例以及出場酬勞，增加了老百
姓喜聞樂見的戲曲、雜技、武術、木
偶等傳統藝術節目，同時不再從外地

邀請藝術團體擔任伴舞，全部選用梅
州當地文藝院團承擔。晚會場地從室
外大型廣場改為體育場，以充分利用
場內原有設施，大幅壓縮舞美、燈
光、大屏幕的經費，並取消了焰火燃
放。

多省衛視取消舉辦
北京電視台文藝節目中心主任李

蘭介紹，該台今年中秋晚會將秉持
「節儉、實效」原則，最大範圍降低
舞美燈光、視頻製作、服裝道具等
「面子」上的浪費。李蘭說，北京電
視台以前在盧溝橋辦中秋晚會，場
地比較大，今年將把場地挪回到台
裡。同時，嚴格控制成本，杜絕高
價演員和所謂的「豪華陣容」，更多

從百姓身邊的題材入手，增強互動
交流，把舞台延伸到普通觀眾中
間，讓他們從被動欣賞者轉變成主
動參與者，突顯出「聯歡」主題。
江蘇衛視、浙江衛視、湖南衛視

均表示，今年將不舉辦中秋晚會，
改以製作具有節日特色的節目。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針對近
期群眾舉報和媒體報道深圳羅湖醫
院篡改病歷隱瞞治死人真相的事
件，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委宣傳部
16日通過政務微博通報了調查結
果：由於氣管插管誤入食管，延誤
搶救病人時機，而醫院胸外科也偽
造了病歷。

院方向家屬賠98萬元
據通報，經調查組調查和專家組

討論，患者術前診斷明確。手術
後，患者出現呼吸困難。採取氣管
插管的措施，但氣管插管可能誤入

食管，延誤最佳搶救時機，最終導
致患者不可逆性的缺血缺氧腦病引
發多器官衰竭而死亡。
調查組稱，相關搶救記錄中，胸

外科(普外科二病區)住院醫師潘宏
信、主任蘭志禎對血氧飽和度及當
時體徵未真實描述，兩次氣管插管
僅描述為一次，為偽造病歷。常務
副院長關養時、院長助理兼醫務科
主任張天峰負有直接領導責任。
患者死後，經醫調室協調，院方

賠償人民幣98萬元，上述糾紛處理
按相關規定進行，不存在「天價賠
償」和醫院與家屬「私了」及額外

50萬元「封口費」情況。

兩涉事醫生撤職停業
麻醉科主任李太富被責令暫停12

個月執業活動，胸外科(普外科二
病區)主任蘭志禎被責令暫停10個
月執業活動，並按相關程序辦理；
責成羅湖醫院按照有關規定和程序
撤銷李太富、蘭志禎科室主任職
務。
對偽造病歷的潘宏信醫生給予警

告。對常務副院長關養時、院長助
理兼醫務科主任張天峰給予警告；
對副院長關健偉給予通報批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記者
從深圳火車站了解到，今年國慶長假鐵路運輸期
限為9月28日至10月7日，為期10天，預計深圳三
大站將發送旅客達96萬人次，其中深圳站62萬人
次，深圳東站6萬人次，深圳北站28萬人次。
據介紹，今年國慶長假共放假7天，大量探

親、旅遊客流將密集出行，高鐵仍將受到旅客熱
捧，形成「學生流」、「旅遊流」、「探親流」三
流疊加的出行高峰。長假客流高峰期深圳三大站
將安排近100名志願者為旅客提供乘車引導、問
詢解答、出行資訊等服務。
為最大限度滿足旅客出行需要，深圳站、深圳

北站將加開部分列車擴充假日期間運能。深圳站
於9月30日和10月1日各加開一趟開往岳陽的長途
列車K9204次，廣深「和諧號」計劃每天加開8趟
動車組；深圳北站每天將加開往廣州南方向6趟
短途高鐵列車。

肇慶官員用公款
集體看鋼管舞

國慶長假
深火車站料送客96萬人

中韓自貿區九成產品零關稅

內地部分電視台取消中秋晚會

羅湖醫院偽造病歷 隱瞞治死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內地招商團海外奢侈風引起商

務部關注，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17日的新聞發佈會上指出，為進

一步規範招商引資，阻止招商引資當中的不良現象，商務部已經明確要

求各地加強對招商引資活動的監督管理，加強對招商引資活動的監督指

導，狠剎奢華、虛假之風；此外正在牽頭推進全國範圍展會活動的清理

規範工作。另據他透露，內地前八個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797.7億美元，

同比增長6.37%，預計今年全年實際引資規模有望高於去年。

沈丹陽稱，近年來，各地按照國家政
策開展招商引資工作，對促進吸收

外資，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
作用。但是一些地方到境外招商活動確實
有「三過」，即過多、過濫、過度奢華的
問題。

近期展會活動均大幅精簡

沈丹陽說：「商務部近期已經明確要求
各地省級商務主管部門和國家級經濟技術
開發區加強對各類招商引資活動的監督管
理，加強對招商引資活動的監督指導，狠
剎奢華、虛假之風。」
沈丹陽強調，商務部同時要求駐港澳特

區中聯辦貿易處以及我駐部分國家使館經
商參處，結合工作職責，加強對內地在境
外舉辦的招商引資活動的監督管理和指
導。
事實上，近期商務部已經在採取措施扭

轉會務風氣。沈丹陽說，比如，已經舉辦
的中國—東盟博覽會、亞歐博覽會、東北
亞博覽會、上海跨國採購大會、中國（大
連）國際服裝紡織品博覽會、中國（貴州）
酒類博覽會、中國食品博覽會等展會。這
些展會大部分取消了單獨舉辦的開幕式，
取消了各類晚會，不辦或者改進歡迎宴
會、酒會。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中

國—亞歐博覽會、中國—阿拉伯國家博覽
會的論壇研討會都大幅精簡。
與此同時，商務部主辦的展會活動原則

上只安排一位部領導出席，並且大幅度減
少其他參會人員。
沈丹陽表示，第十屆中國—東盟博覽會

取消了閉幕式，壓縮會期多辦商展活動，
發佈會不追求漂亮數據；第九屆中國—東
北亞博覽會合併開幕式和高層論壇，籌辦
費用比去年減少了45%；第17屆中國國際
投資貿易洽談會不搞「門面」，簡化開幕
式就節約了600萬元左右。
下一步，商務部將繼續貫徹落實中央

「八項規定」和反對「四風」的要求，在
轉變會風、務實高效方面取得實效。此
外，商務部還將牽頭進行內地展會活動的
清理。

今年實際引資規模料超去年

而在內地實際使用外資層面，8月份比
上月增速有所回落，當月錄得83.77億美
元，同比增長0.62%；內地前八個月實際
使用外資金額797.7億美元，同比增長
6.37%。沈丹陽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這
種變動不足以反應中國外資整體走勢的變
化。他預計，今年全年實際引資規模有望
高於去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商
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昨日在答記者
問時表示，中韓自貿區談判已經取得
了階段性的成果。根據已達成的模
式，雙方同意最終實現自由化的產品
應該佔全部商品稅目的90%，涵蓋進
口總額的85%。
沈丹陽說，中韓自貿區談判分為模

式談判和出要價談判兩個階段。雙方
在模式談判階段達成共識，包括貨物
貿易自由化水準、協定範圍及各領域
談判原則、框架以及內容要素等。根

據已達成的模式，雙方同意，最終實
現自由化的產品應該佔全部商品稅目
的90%，涵蓋進口總額的85%，並通
過具體出要價談判達到互利公平的結
果。
此外，沈丹陽指出，中韓自貿區

模式談判只是整個談判的階段性成
果，對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具有一定
的參考意義。但是，中韓自貿區談
判和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的情況完全
不同。因此，談判模式不可能簡單
地照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報
道：中秋、國慶兩節將至，中央要求提
倡節儉之風，反對鋪張浪費，堅決剎住
公款送禮等不正之風。與往年相比，公
款送禮的現象確實明顯減少。但是，近
期發現，花樣翻新的禮品和送禮手段，
給「兩節」送禮披上了「隱身衣」，甚
至形成了灰色產業鏈，值得警惕。

發票可寫成「辦公用品」

與以往提 各種禮品東奔西走不同，
隨 電子商務的發展，「網購＋快遞」
的形式，無疑讓送禮變得更加方便和隱
蔽。
「兩節」前，各地快遞公司的工作量

普遍有所增加。據了解，一些網店不僅

可以把禮品和發票寄到不同的地址，還
可以將發票內容開成「辦公用品」、
「會議費」等，為公款送禮提供便利。

在京東商城，一家店舖售有面值從
358元（人民幣，下同）到3,988元不等
的陽澄湖大閘蟹禮券。該店的一名客戶
服務員透露，如果多買一些，可以把購
物發票內容開成「辦公用品」，而且每
張券可以寄往不同的地址，再將發票寄
到購買者指定的地方。
在天貓商城，一家珠寶店售賣千足

金、千足銀製作的「金月餅」、「銀月
餅」等禮品，售價從300多元到上萬元
不等。客服表示，只要買家自付運費，
店家便可以把禮品分別寄到不同的地
址，再單獨把內容為「辦公用品」的發

票寄給買家。

手機話費充值成送禮途徑

此外，與網購實物禮品並通過快遞寄
送相比，電子禮品卡和禮品券的出現，
讓送禮方式更加隱蔽。不少電商都推出
了電子禮品卡或禮品券，只要輸入卡
號、密碼，就可以完成支付。送禮者通
過短信把卡號和密碼發給收禮人，即完
成了送禮過程。這些電子禮品卡和禮品
券對應的商品，既有普通的食品飲料，
也有日用品、母嬰用品、家居用品等，
還有高檔箱包、手錶等奢侈品。相關的
客服亦表示，發票內容既可以開「禮
品」，也可以開成「服務費」或是「諮
詢費」。

甚至手機話費充值都被當成了一種
「實用」的送禮途徑：為收禮人充上數
百元話費，再短信說明，雙方不用見
面，收禮人甚至無法拒絕，簡便易行。

在廣西南寧市仙葫大道，一名月餅銷售商在

擺放簡樸包裝月餅等待銷售。 新華社

「返璞歸真」

■爆料人所發廣東官員集體看淫穢鋼

管舞的圖片。 本報廣州傳真

■內地一些地方到境外招商活動出現過度奢華的問題，引起商務部關注。

網上圖片

■工人昨日在上海浦東外高橋區域搭建「中國(上

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字樣。 中新社

■陽澄湖大閘蟹禮券最高面值達人民幣

3,988元。 網上圖片

■今年央視中秋晚會以「節儉辦秋

晚」為宗旨。圖為去年央視中秋晚

會。 網上圖片

網購＋快遞 送禮披上「隱身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