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著名私人會所
會所名稱 所在地 主要特色
長安俱樂部 北京 雍容華貴、大氣而精緻的宮廷

風格
京城俱樂部 北京 擁有位於北京京城大廈50層的

360視角落地長窗，能俯瞰京
城。

美洲俱樂部 北京 北京最具規模的私人俱樂部，
明朗、簡潔的美式風格。

中國會 北京 保留了中國傳統建築的精髓
銀行家俱樂部 上海 是鳥瞰黃浦江兩岸的最佳地

方，服務員受過極好的保密教
育，「俱樂部沒有故事」。

廣州盧浮宮會所 廣州 設在鳳凰城酒店的五、六層
內，為名師設計，既尊貴又含
蓄內斂。

廣州驚艷會 廣州 陳列眾多中國藝術珍品，2000
多支紅酒來自100個國外著名酒
莊，雪茄特供區供應世界頂級
名牌雪茄。

瀋陽御豪俱樂部 瀋陽 外部觀看僅有兩層建築，內部
卻別有洞天。

深圳喜福會 深圳 主要倡導私人會所休閒生活，
除高檔、簡約的商務餐飲外，
供應世界頂級紅酒、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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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關停公園內天價會所
內地狠剎「會所風」徹底鏟除「舌尖腐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 北京報道）天

價會所內暗隱腐敗，中央亮劍，力求將舌尖上

的貪腐「斬盡殺絕」。北京市紀委昨日指，現

正查處北京各公園內私人會所和高檔娛樂場

所，目前北海公園內的乙十六御膳堂、上林苑

飯莊等會所已停業整頓。早前，長沙市烈士公

園內的私人會所已於本月初「關門大吉」；位

於杭州西湖畔的「江南會」亦被媒體曝光，

「岌岌可危」。專家預計，隨着2014年反腐

之風勁吹，涉公款消費的私人會所將受進一步

擠壓，被取締指日可待。

在中央力倡勤儉節
約之風、嚴查官員「舌
尖上的腐敗」之際，北
京市率先對「會所歪
風」祭出重拳，要求一
律關停市屬公園內的私
人會所和高檔娛樂場
所，不僅精準擊中了長
期「潛伏」頗深的隱性
腐敗高消費，更還公園以「公共」屬性，
此舉受到海內外輿論的讚賞。

近年來，藏身於市民公園、名勝古跡等
地方的私人會所大行其道，已淪為公款吃
喝、官商「密室政治」的黃金寶地。新一
屆中央履新後，八項規定取得了較好成
效，鬧市區的豪華食肆頓成社會監督焦
點，唯獨會所以其獨特的私密性和高端
性，受到許多精明的政商中人垂青。這些
天價會所大多隱於花木深處，有氣派十足
的大包房，動輒數萬元的單次消費，閑人
免進的「會員制」，更有提供遮蓋車牌、
消費無痕記錄等「保護隱私」特殊服
務……因此，部分官員和商人把私人會所
視為貪污腐敗的「世外桃源」，在裡面甚
至大搞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敗壞了社會
風氣，社會各界早有怨言。

不僅如此，部分城市公園管理者公然違
反有關法規，允許私人業主在園林中霸佔
最好的資源，跑馬圈地，大興土木，把本
應是公共資源享有者的市民、遊客擋在門
外，民眾反應強烈，輿論亦質疑：公地私
用的背後，到底有沒有權力尋租行為？
「舌尖上的腐敗」之餘是否還隱藏着其他
隱秘的利益鏈條？等等。

北京市此次率先亮劍，全面清理公園內
的私人會所，無疑將有力打擊官場隱秘的
「會所腐敗」。據筆者所知，首都公園內
的「會所腐敗」只屬冰山一角，北京北三
環以外某公園就有一所天價會所，出入那
裡的經常是某某書記、某某市長和商界巨
頭，有時一周僅接待客人三兩次。

在中國，會所泛濫的主因在於權錢交易
的「密室政治」盛行，以及

綿延千年的特權思想作祟，北京市此番
「嚴打」雖屬治標之舉，但仍值得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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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部署信用體系建設 讓失信者寸步難行

谷俊山老家建「將軍府」仿故宮耗3年

香港文匯報訊 目前北京十餘處王府中除恭王府
對外開放外，其餘王府都不同程度被機關單位、用
戶等長期佔用。14日，北京市政協委員、市文物局
原局長孔繁峙表示，在此次北京兩會上，他將針對
文物被佔用問題進行呼籲，希望政府每年列一兩個
項目，由易到難，逐步將被佔文物進行騰退。
據《新京報》報道，北京城的王府約有四五十

個，有十餘處被確定為文保單位。孔繁峙介紹，除
恭王府對外開放外，其餘屬於文保單位的王府，一

直被機關單位、居民佔用，公眾難以參觀。如段祺
瑞執政府、孚王府、慶王府、淳親王府等。
為何這些被佔王府遲遲未被騰退？孔繁峙表示，

這些被佔王府大多是在建國初期就被佔用，而北京
文物保護單位是在1958年才開始認定。孔繁峙認
為，一直未能騰退，主要還是因為涉及中央一個大
的投資問題，以及搬遷代價太高等原因。他希望，
政府部門能針對被佔用文物單位一年列一兩個項目
進行騰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15日在北京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部署
加快建設社會信用體系、構築誠實守信的經濟社會
環境，要求完善獎懲制度，全方位提高失信成本，
讓守信者處處受益、失信者寸步難行。

信用缺失仍是發展「軟肋」
會議指出，目前信用缺失仍是中國發展中突出的
「軟肋」。製假售假、商業欺詐、逃債騙貸、學術
不端等屢見不鮮，廣大企業和公眾深受其害。必須
採取有力措施，切實改善社會信用狀況。

會議原則通過《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
（2014—2020年）》，並要求：一是全面推進包括
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等在內的社會信用
體系建設。政府要以身作則，提高決策透明度，以
政務誠信示範引領全社會誠信建設。

全方位提高失信成本
二是加強基礎建設。構建信息共享機制，在保護

涉及公共安全、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等信用信息的
基礎上，依法使各類社會主體的信用狀況透明、可
核查，讓失信行為無處藏身。

三是用好社會力量。企業要把誠信經營作為安身
立命之本，切實做到重合同、守信用。
四是加快推動立法。把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

體系作為重要基礎性工作，列入立法規劃盡快推進
實施，使信用體系建設有法可依。會議強調，建設
社會信用體系是長期、艱巨的系統工程，要用改革
創新的辦法積極推進。要把社會各領域都納入信用
體系，食品藥品安全、社會保障、金融等重點領域
更要加快建設。要完善獎懲制度，全方位提高失信
成本，讓守信者處處受益、失信者寸步難行，使失
信受懲的教訓成為一生的「警鐘」。

中移動廣東原董事長
被開除黨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
道）日前，廣東省紀委省監察廳發佈
消息稱，經廣東省委批准，決定給予
廣東移動原董事長、總經理徐龍開除
黨籍處分，收繳其違紀所得，並將其
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
理。徐龍被指在中國移動廣東公司任
職期間，先後多次收受他人賄賂，數
額特別巨大。
徐龍自2005年5月起任廣東移動的董事長、總經理、黨組

書記。中國移動15日下跌0.52%，收報77.15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內地媒體連續
兩天揭密谷俊山案的內幕。據報道指，解放軍總後勤部
原副部長谷俊山因涉及貪腐問題已被調查2年之久。谷俊
山弟弟谷獻軍曾在河南濮陽老家鬧市區建造「將軍

府」，由谷俊山命名。這座被當地人稱
作「故宮」的「將軍府」氣度非凡，由
故宮設計院的工程師親自設計，仿照故
宮建築建造，耗時3年建成。

由故宮設計院工程師設計
近日，谷俊山弟弟在濮陽老家鬧市

區建造「將軍府」成為內地網絡熱門
話題，這座氣勢非凡的建築被當地人
稱作「故宮」。內地網上報道透露，
這個名字並非完全杜撰，因為「將軍
府」的設計師由故宮設計院的工程師
親自設計，可見，谷俊山的「將軍

府」不只是將普通別墅比下去了，就是古時大將軍的將
軍府也要望洋興歎，不能與之相提並論。
據財新網報道，谷俊山遭調查已2年。谷俊山在家中

排行老大，有三個妹妹和兩個弟弟，其中四個當兵出

身。小一輩中，六個外甥，七個侄女，都曾參軍或上軍
校。
妻子兄弟姊妹光彩門戶，谷氏家族名揚濮陽，都繫於
谷俊山一身。
谷俊山的妻子張素燕，原是柳河縣製藥廠職工。1988

年，隨谷俊山調入濮陽市公安局，起先是負責信訪工
作，後來逐步升職，曾任高新公安分局局長，市公安局
政委。2001年谷俊山到北京任職後，張素燕也前往北
京。她仍然是濮陽市公安局政委，但主要在濮陽駐京辦
負責信訪接待和截訪工作。

佔用十餘畝集體土地
谷俊山案發後，網上曾有人將谷獻軍在濮陽所建的

「將軍府」，誤認為是傳言中北京CBD附近谷俊山的
府邸。
財新網報道指，「將軍府」係2006年谷獻軍佔用東

白倉村十三四畝集體土地所建。有村委會成員說，當時

佔地沒有任何手續，至於後來有無補辦用地手續，無人
知曉。
這座被當地人稱作「故宮」的「將軍府」氣度非凡，
仿照故宮建築建造。主樓三層，配樓兩層。門前迴廊、
室內的精美雕樑畫棟，也出自故宮畫工手筆。從2009
年動工直至2011年夏天初步竣工，耗時三年有餘。
曾在「將軍府」幹過活的村民說，2名來自故宮設計
院的老畫工，以每人每天3,000元的報酬，帶着五六個
工人幹了3個月。谷俊山出事的消息傳出後，谷氏家族
人心惶惶，畫工們的工作沒完即打道回京了。
整個「將軍府」的結構可謂匠心獨運，空中瞭望很像

一把手槍。主樓階前，有兩尊站立的漢白玉大象，偏房
前是金元寶造型的噴水池；後院有亭台、花園，長長的
迴廊蜿蜒其間；靠南圍牆邊的一溜房，專供管家、傭人
住宿。
谷獻軍曾對人說，「將軍府」這個名字是他大哥谷俊

山起的。

御膳堂上林苑已關
私人會所多為富商與政要交際生活的灰色空間，被中
央鐵腕強力遏制。去年年末，中紀委發佈嚴肅整治「會
所中的歪風」的通知，將矛頭直指「舌尖上的貪腐」。
北京首當其衝，北京市紀委昨日向媒體表態，要嚴厲懲
處暗藏公園內的私人會所，目前北海御膳堂、上林苑等
已關閉，查處正當時，力圖引領全國，將會所不正之風
「斬草除根」。
北京市紀委發通知指，北京市各級黨員領導幹部應當
帶頭執行中央規定，簽訂「不出入私人會所、不接受和
持有私人會所會員卡，自覺接受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監
督」的承諾書。北京市紀檢部門將進一步加強監督執
紀，深挖背後的腐敗問題，嚴肅查處出入私人會所吃喝
玩樂等違規違紀行為。
內地媒體報道，長沙市烈士公園內暗藏富人扎堆，名
為「崇賢館」的私人會所，引發市民反感，已於年初關
閉。報道指，此私人會所建在公園花卉班內，甚為隱
蔽。晚上很多人開車來吃飯，吃飯時關閉大門，只留小
門。若不事先撥打會所工作人員手機，便無法入內。此
事經園林部門調查屬實，如今該會所已「關門大吉」，
民眾拍手稱快。」長沙市紀委亦明確表態，要求整治
「會所歪風」，規定長沙市內的公園、歷史建築內一律
不准開設私人會所，已經開設的必須堅決予以取締。
內地封殺私人會所之風驟起，暗流無處藏身。位於杭

州西湖畔的「江南會」日前被媒體曝光，眾目睽睽之
下，岌岌可危。報道稱「江南會」古色古香，客廳一角
的雲石桌為珍貴的古董；連迂迴小路邊的一棵結着朵朵
花苞的梅花也是宋代老樁。「江南會」中的「江南宴」
更是令人咂舌。宴席從江南民間收集了60道私房菜餚，
正餐是精緻的茶餐，每道菜都有一個與茶有關的故事。

專家：涉公款消費應被取締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指出，私人會所近幾年在中
國大行其道，是特定背景下的產物。自中央開展反四風
以來，明令禁止享樂、奢靡之風，一些官員將此種行為
轉入地下，私人會所以其隱蔽性，為此種人群提供活動
空間。在私人會所消費大多用卡而非現金，這種消費的
方式，亦為公款吃喝提供「保護傘」。
汪玉凱預計，2014年中央反腐力度或將升級，轉變風

氣螺絲將被擰緊。「這種風氣會對私人會所施行更進一
步地擠壓。」汪玉凱同時強調，作為私人空間的會所，
其存在無可厚非，應該受到法律保護。但只要其中存在
公款消費現象，就應當被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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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園內私人會所一律關閉北京公園內私人會所一律關閉。。圖為市民昨日在上林苑飯莊門前晨練圖為市民昨日在上林苑飯莊門前晨練。。 新華社新華社

■谷俊山老家的「將軍府」氣派非凡。 網上圖片

■■上海銀行家俱樂部裝修上海銀行家俱樂部裝修
極盡奢華極盡奢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廣州驚艷會陳列眾多中國藝術珍品。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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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執政府舊址，樓外堆滿居民的雜物。 網上圖片

京王府被佔京王府被佔 專家籲騰退設年度計劃專家籲騰退設年度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