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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紀委設「舉報窗口」督查公款贈年禮
穗掛曆市場受衝擊 銷售下滑逾五成

11月21日，中央紀委下發《關於嚴禁元旦春節期間公款
購買贈送煙花爆竹等年貨節禮的通知》，嚴禁各級黨政機
關、人民團體、國有企事業單位、金融機構用公款購買贈
送煙花爆竹、煙酒、花卉、食品等年貨節禮；各級紀檢監
察機關要強化執紀監督，對違紀行為快查快辦，嚴格責任
追究，及時通報曝光。 紀檢監察機關歡迎廣大群眾通過
「舉報窗口」對違反上述《通知》要求的行為進行如實舉
報，有關部門將及時受理、嚴肅查處。

禁令發威 機關國企落單少
每到年關，正是換掛曆的時候，但是今年廣州相關國企
事業單位及政府機關機構卻沒有了這個動作。知情人士
指，這可追溯到10月底中紀委頒布的「賀卡禁令」。該
「禁令」稱，各級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和金融機
構，嚴禁用公款購買、印製、郵寄、贈送賀年卡、明信
片、年曆等物品。涉及外事、港澳台事務、僑務等工作需
要不在此限，但也要提倡節儉。「掛曆市場主要消費群是
國企、政府機關，本來掛曆等消費已受到相關數字化的影
響已在縮小，現在更是雪上加霜」。

商家叫苦 五折甩賣仍難銷
記者19日來到華南掛曆重要集散地之一的廣州「掛曆一
條街」，發現前去選購的顧客寥寥無幾，掛曆商們則抱怨
「快支撐不下去」。廣州市彩豐月曆有限公司負責人葉雪
雪介紹，往年11月是工廠印刷最忙的時候，而今年現在他
還在到處拉單。目前為止，都還沒有接到政府部門、國企
還有事業單位的任何訂單，現在主要接到一些民營企業的
訂單，之前一個機關可能訂幾千本，有的大企業甚至訂上
萬本，但民營企業要的數量相對少很多，現在整條街都在
五折大甩賣依然難銷，公司整體訂單比去年下降近八成。
盛世堂皇相關負責人店主黃誼彬則表示，也接到小部分國

企的訂單，量已很少，且要求去掉公司標誌。私人企業訂單
都不多，「當然總比沒有訂單強」，總的來說業務下降五成。
目前，已到年底，還有幾萬本掛曆囤積在倉庫，估計今年是
賣不出去了。「最氣人的一些私企還落井下石，說反正你們
都賣不出去，接一單是一單，不降價的話其他公司也會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實習記者 帥誠、
陳牧洲 廣州報道）為狠剎元旦春節期間的不正
之風，接受廣大群眾監督，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開設了「嚴禁元旦春節期間公款購買贈送年貨節
禮」專題，並設置「舉報窗口」接受相關舉報。
消息一出，穗掛曆市場銷售隨即下滑。有商家倒
苦水，今年大部分業務下降五成，有的甚至下降
八成。穗機場路高架橋下的掛曆市場是華南掛曆
重要的集散地之一，現在是「門可羅雀」。有商
家甚至感傷，「已經有些商家關門轉行，估計明
年這條街可能就不在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臨近
年關，年夜飯預訂也進入高峰期，穗部分酒樓
的年夜飯預訂第一輪已下訂單六七成。記者了
解到，因限三公消費等原因，今年年夜飯菜式
回歸傳統平民路線，價格普遍大眾化。業界人
士稱，其整體價格下降2—4成都很正常。
業界人士介紹，以往臨近過年都會出現人工荒，

因限三公消費等原因，有些高檔餐廳已被迫關門，
人工荒的情況一定程度上有所緩解。受今年以來
消費下滑的影響，穗不少酒樓都縮減了年夜飯的
規模。已預定了年夜飯的小張向記者介紹，往年
廣州好的酒樓年前一個月已沒房間可訂，有人甚
至中秋就把年飯訂好了，由於除夕當晚鐵定排兩
輪，吃得匆匆忙忙，今年卻明顯不同，大部分酒
樓都只安排一輪。

行業不景氣 不敢輕易加價
廣州酒家集團公司總經理助理趙利平介紹，

目前主推套餐價格在2,000元—3,000元，因餐
飲行業不太景氣，為留住消費者，不敢輕易升
價。餐飲企業G100食博匯相關負責人表示，
今年受大環境影響，高端餐飲經營困難，年夜
飯都走實惠親民路線，旗下品牌餐廳今年年夜

飯推出的也多為百元至千元不等的閤家歡菜
式，目前預訂比例達六成。
廣州餐飲業營銷專家伍文輝也認為，今年年

夜飯將回歸傳統，一些酒樓的年夜飯價格雖較
去年有所下降，但並非真正的降價，畢竟成本
逐年升高，今年的降價其實是將大眾化的、家
常的菜式比例增加，高檔菜式比例減少。不
過，他也認為，今年的趨勢是注重傳統，不鋪
張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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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第
四季度城鎮儲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居
民物價滿意指數為 20.5%，其中，
61.6% 的居民認為物價「高，難以接
受」，比上季上升1.8 個百分點。另有
66.5%的居民認為目前房價也高到難以
接受，32.5%的居民預期下季房價「上
漲」。
據中新網報道，報告稱，居民物價滿
意指數為20.5%，比上季回落0.9 個百
分點。其中，61.6% 的居民認為物價
「高，難以接受」，比上季上升1.8 個
百分點。

調查還顯示，
66.5%的居民認
為 目 前 房 價
「高，難以接
受」，比上季降
低 1.1 個 百 分
點，31.1%的居
民認為目前房價
「可以接受」。
其中，一、二線
城市居民的高房
價感受有所緩
解 ， 分 別 有
73.8% 和 61.8%

的居民認為房價高，較上季分別回落
3.2 和3.1個百分點。
未來3 個月內準備出手購房的居民佔

比為13.2%，與上季持平，是1999 年以
來的較低值。
這份調查指出，居民在面對「儲
蓄」、「消費」及「投資」這3種理財
態度選擇時，有47.4%選擇「儲蓄」；
選擇「消費」者不到20%；選擇「投
資」者中，基金理財產品、房地產則居
投資細項的前2位。
報道提到，人行這項調查以50個城市

為取樣，樣本總數為2萬個城鎮儲戶。

香港文匯報訊 最近，一組數據引人注目：今年以
來，中央國家機關各單位各部門公務接待中的餐飲經
費下降60%，餐廚垃圾普遍下降30%以上，食堂水電
氣消耗下降4%。這是中央八項規定在中央國家機關各
單位各部門持續深入推行取得的成效。
據《人民日報》報道，經過有效引導和監督，「光

盤」在中央國家機關蔚成風氣。95%以上到食堂就餐
的國務院法制辦幹部職工能夠做到「光盤」。
節約靠引導和自覺，也離不開管理和監督。前幾

天，一名剛到水利部機關工作不久的年輕女公務員剩
了不少飯菜，被文明用餐監督員指出不該浪費，這位
女公務員羞愧地將托盤端了回去，把飯菜吃完。

控成本嚴把採購關
在教育部機關食堂後廚，廚師切下西蘭花莖、芹菜
葉、香菜根等邊角料後，捨不得扔掉，將其放進特製
的容器內，醃製成泡菜和小鹹菜。
外交部食堂則更為「精打細算」，除了將邊角料醃

製成泡菜外，廚師還將豆漿、豆腐腦剩餘殘渣做成豆
渣玉米餅；將芹菜葉用水焯後做成包子餡等。
中央國家機關還嚴格控制公務接待。交通部嚴格執

行公務接待標準，基本不安排宴請；國土資源部公務
接待用餐一律在食堂安排自助餐，只供應家常菜。
一年來，中央國家機關各單位強化經濟核算和成本

控制，嚴把食品原材料採購、儲存、加工等環節關
口，減少後廚浪費，過起了緊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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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9日
在北京舉行2014年新年招待會。國
新辦主任蔡名照表示，在新的一
年，國新辦將圍繞黨中央、國務院
重要會議、重點工作、熱點問題
等，更多地組織新聞發佈和採訪活
動，為境外記者採訪報道提供便
利。招待會上還公佈了中央和國家
機關新聞發言人名錄。

中國已成新聞富礦
蔡名照表示，蓬勃發展的中國已
成為一座巨大的新聞富礦，希望外
國駐華記者更多地了解中國的歷
史、文化和國情，更好地理解、報
道好中國；希望港澳地區的記者更
多關注內地的發展變化與港澳發展
繁榮的密切聯繫；希望來自台灣的
記者多報道大陸的發展變化，為促
進兩岸交流合作和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發揮更大作用。
蔡名照表示，2013年，境外記者
為報道中國、傳遞中國信息作出了
積極努力，中國各政府部門的新聞
發言人為及時發佈政府信息、滿足
公眾信息需求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工作。國新辦舉行了50多場新聞發
佈會、吹風會，為記者採訪提供了
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叢書 廣州報
道）廣東省紀委有關負責人19日證實，廣
州市原副市長、增城市委書記曹鑒燎因涉
嫌嚴重違紀問題，經中共廣東省紀委研
究，並報中共廣東省委批准，對其立案檢
查。
1955年11月出生的曹鑒燎，廣州人，法

學博士。曾任廣州市政府副市長、黨組成員，
增城市委書記，增城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

書記、管委會主任。
任廣州市副市長時，
分管廣州的外事、港
澳事務、對台、僑
務、口岸、打擊走私
工作。
公開報道稱，曹鑒

燎在上月26日應意大利駐廣州總領事館的邀
請，出席了廣州意大利簽證中心開幕儀式。

京地鐵票調漲 四方案備選

香港文匯報訊 北京市交通委運輸局
18日表示，正在對北京地鐵票價調整進
行前期調研，包括高峰時段調價等四種
方案待選。地鐵「差別化」票價方案正
在醞釀中。
據《北京晨報》報道，北京市交通委

運輸局副局長馬伯夷透露，目前有四個

方案都在考慮之中，包括「僅高峰期漲
價」、「普遍調價」、「按里程分段計
價」以及「有漲有降」等方案。
現今北京地鐵全路網2元的單一票

價，不僅低於上海、廣州、南京等城
市，更是低於14年前的北京地鐵票價。
虧本是支持北京地鐵這次漲價的最重

要依據和理由。低票價從一定程度上加
大了出行人群對地鐵的「偏好」，造成
地鐵運量和擁擠程度大幅上升。
據測算，北京地鐵年虧損達10億元以

上。為此，北京市每年都有巨額財政補
貼專項投給公共交通。比如2012年，北
京市級公共財政共支出2849.9億元，其
中約78%用於民生領域，而公共交通補
貼佔民生支出總額的7.9%左右，比醫療
衛生都要高。

央行調查：逾六成居民難捱高物價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官方近日印發意見，要求黨
員、幹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意見要求，黨員、幹部
去世後一般不召開追悼會；嚴禁借機收斂錢財。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19日印發的《關

於黨員幹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的意見》指出，近年
來，一些喪葬陋俗死灰復燃，封建迷信活動重新活
躍。「少數黨員、幹部甚至個別領導幹部利用喪事活
動大操大辦、借機斂財，熱衷風水迷信，修建大墓豪
華墓，損害了黨和政府形象，敗壞了社會風氣。這些
現象亟需整治」。
據中新社報道，意見提出，除國家另有規定外，

黨員、幹部去世後一般不成立治喪機構，不召開追悼

會。舉行遺體送別儀式的，要嚴格控制規模，力求節
約簡樸。嚴禁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在喪事活動
中大操大辦、鋪張浪費，嚴禁借機收斂錢財。

鼓勵捐獻器官遺體
意見說，在人口稠密、耕地較少、交通方便的火

葬區，黨員、幹部去世後必須實行火葬，不得將骨灰
裝棺再葬，不得超標準建墓立碑。無論是在火葬區還
是在土葬改革區，黨員、幹部都應帶頭實行生態安
葬，採取骨灰存放、樹葬、花葬、草坪葬等節地葬
法，積極參與骨灰撒散、海葬或者深埋、不留墳頭。
鼓勵黨員、幹部去世後捐獻器官或遺體。

■19日，乘客在北京地鐵購買2元通票。
中新社

◀中紀委開通舉報窗口，嚴禁用公款購贈年貨節禮。 設計圖片

■曹鑒燎

■廣州年夜飯將回歸傳統，走實惠親民路線。
網上圖片

■央行調查顯示，61.6% 的居民認為物價高到難以接受。圖為
市民在寧夏銀川一超市內選購政府投放的限價牛羊肉。 新華社

■蔡名照在新年招待會上講話。
北京傳真

▲穗商家降價銷售掛曆、枱曆，依然難銷售出去。 廣州辦傳真

■中央發文
要求黨員、
幹部帶頭實
行 生 態 安
葬。圖為參
加海葬的逝
者親屬將鮮
花 撒 向 大
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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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治殯葬陋習 官員去世不開追悼會

穗原副市長涉嚴重違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