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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此次重點審計了11戶企業集團總部和部分所屬
企業，包括中國煙草總公司、中國核工業建設集團公

司、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中
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中國石油
天然氣集團公司、中國大唐集團公司、中國海運(集團)總公
司、華潤(集團)有限公司和中國冶金科工集團有限公司，審
計資產量佔企業資產總額的50%以上。

中冶合資項目巨虧72億
審計署企業審計司負責人透露，此次審計發現的問題主

要包括，部分企業執行國家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不到位；部
分投資項目論證不充分、程序不合規；財務管理不夠規

範；企業內部管理存在薄弱環節等。
縱覽審計報告結果，問題資金數額最

大的是中國大唐集團，審計報告指出，至2012年底，大唐
集團7個煤化工等非主業投資項目未上報國資委審核批
准，累計完成投資304.04億元。審計報告中造成虧損最多
的則是中冶集團，其違規與民企合資成立中冶恆通冷軋技
術有限公司累計投入資金77.83億元。至2012年3月國資委
批覆將中冶恆通全部國有產權無償劃轉給中國港中旅集團
公司時，該企業淨資產僅5.62億元，形成損失72.21億元。
值得注意的是，審計結果顯示央企「走出去」並非穩賺不

賠，不少央企海外投資虧損嚴重。審計報告指出，中國兵裝
集團在境外投資成立的17家海外公司中，至2012年末有5家
已停業、7家累計虧損1.38億美元。航天科技集團至2012年
底所屬部分境外企業共虧損1.42億元。中冶集團和巴基斯
坦、美國、澳洲公司合作開發的3個境外礦山，截至2012年
底，累計投入分別為7.7億元、14.4億元和33.56億元，形成
虧損分別為5.2億元、2.73億元和23億元。
針對腐敗高發的工程招投標領域，審計署在此次審計

中也給予了重視。審計報告顯示，2012年華潤集團所屬
華潤電力下屬單位未按規定公開招標，涉及金額117.15
億元；2006年11月至2013年7月，中石油所屬撫順石化
分公司等9家單位部分工程建設和物資採購未按規定公開
招標，涉及合同金額260.35億元。2008年至2012年，中
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所屬天威集團21個新能源固定資產
投資項目中，有20個未經董事會審議等法定程序，涉及
投資152.7億元。

國資委：央企要舉一反三
對於上述問題，中國煙草、中國石油、中國大唐、華潤

集團均在審計報告公佈後發佈公司逐條整改的報告。國資
委對於此次審計則表示，國資委將進一步加強監督管理，
積極配合審計署，針對審計中發現的共性問題，督促相關
企業深入剖析原因，對症下藥，認真落實整改，要求中央
企業舉一反三，探索建立常態化的長效機制，尋求治本之
策，着力解決共性問題。

審計報告指11央企問題
企業 涉及突出問題及資金規模

1.大唐集團 7個煤化工等非主業投資項目
未上報國資委審核批准，累計
完成投資304.04億元

2.中國石油 2006年11月至2013年7月，
所屬9家單位部分工程建設和
物資採購未按規定公開招標，
涉及合同金額260.35億元

3.兵裝集團 所屬天威集團20個新能源項目
未經董事會審議等法定程序，
涉及投資額152.75億元

4.華潤集團 2012年華潤集團所屬華潤電力
下屬單位未按規定公開招標，
涉及金額117.15億元

5.中冶集團 累計投入77.83億元與民企成
立中冶恆通冷軋技術有限公
司，到2012年3月公司淨資產
僅為5.62億元，損失72.21億
元

6.煙草總公司 2005年至2013年9家企業存
在未審批即投資建設項目或調
整建設規模、超概算投資等問
題涉及金額61.06億元

7.中海集團 2012年，中海集團及所屬船研
所等3家單位未將中央財政撥
付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資金及
時下撥至項目單位、對外出租
房產未在規定科目核算等問
題，涉及金額8.41億元

8.航天科工 截至2012年末，所屬防禦技
術研究院下屬南京長峰航天電
子科技有限公司違規以項目合
作名義對外出借資金2.50億元

9.中核建 2009年至2012年，在「走出
去」戰略中，有兩個境外項目
存在未經集體研究決策、未評
估海外分公司損益、債權債務
情況下支付海外分公司承包人
補償費用等管理不規範問題，
涉及金額5131.18萬元

10.中投 2008年至2013年，境外投資
中，6個損失項目、4個浮虧項
目、2個面臨損失風險項目存
在管理人員失職、盡職調查不
深入和投後管理不到位等問題

11.中船集團 2012年至2013年，本部及上
海船廠有714.93萬元用於購買
禮品、購物卡和辦公用品支
出，無出入庫登記和相關審
批、領用手續；本部2012年
公車費用超過規定限額88.50
萬元

記者 羅洪嘯整理

涉資數百億
海外項目成虧損重災區 中石油違規招標260億

11央企審計多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國

家審計署昨日公佈對華潤集團、中國煙草、中國

大唐、中國石油等11家央企2012年審計結果，

涉及煙草、軍工、石油石化、電力等領域，涉及

資產總額近4萬億元。此次審計發現問題涉及資

金規模達到數百億元，截至5月31日企業已補

繳各項稅款1.78億元，挽回和避免損失32.96億

元，對190名相關責任人進

行了嚴肅處理，其中

廳局級幹部

32人。

中紀委一周
內 反 腐 出 重
拳，相繼公佈
副國級的全國
政協副主席蘇
榮，副部級的
山 西 省 委 常
委、副省長杜

善學和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令政策涉
嫌嚴重違紀違法消息。中共十八大
後，已有35名省部級及以上高官墜
馬，平均每月 1.8 人，涉及石油
系、江西省、山西省、四川省及多
個部委和央企，堪稱中共反腐歷史
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

近期落馬的高官，在被調查前幾
乎都在出席公開活動，突然公布消
息往往大出外界預料，可謂「秒
殺」。縝密調查，證據確鑿，果斷
拿下，這些動作一氣呵成，顯示出
中央只要誰敢碰腐敗「紅線」，最
終一定拿下的堅定決心。中紀委幾
乎每周都會公佈反腐新成果，不僅
副國級、省部級的大老虎，掌握實
權的中老虎，經常面對群眾的小老
虎，只要涉貪就逃不過「法眼」。

「打虎」成果令官方媒體激動難
耐。令政策落馬後，新華社評論直
截了當指：「朝裡有人也不靈，有
的人以血緣和姻緣為紐帶結成『家
族貪腐』，出來混早晚要還，伸了
不該伸的手，拿了不該拿的錢，黨
和人民一定會讓他吐出來」；官員

的接連落馬再三證明，大樹底下好乘涼的道理行
不通，拔出蘿蔔帶出泥已成常態。」雖然這篇文
章很快被離奇刪除，但官媒如此「大尺度」批
評，至少說明體制內很多人對某些「上面有人」
的貪官深惡痛絕。

鐵腕反腐，大快人心，但未免有些雜音。反腐
窩案連連，讓不少人擔心，甚至認為大力反腐或
會動搖中央執政根基。這何其荒謬！習近平總書
記早已指出，腐敗涉及亡黨亡國問題，不可能表
態了事。腐敗問題頻發，才會真正動搖執政根
基。所以，這種對反腐的「擔心」，對腐敗者的
「同情」，不啻是對人民願望的褻瀆，對國家意
志的背叛。

人民群眾才是中共的執政之基，鐵腕反腐民心
所向。反腐雖可能帶來官場的一時震盪，但只有
經過大浪淘沙、去偽存真，再加上更有效的反腐
制度保障，才可形成清正廉潔的執政土壤，才能
真正踐行「為人民服務」的承諾。

中央全力「打虎」，民眾信心全線飄紅，輿論
支持度空前。在與腐敗的戰鬥中，
民意就是最強大的力量、最明確的
方向、最堅實的「靠山」。讓反腐

風暴來得更猛烈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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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宇鳳、楊光 太原

報道）山西官場地震持續發酵，繼杜善學、令
政策被宣佈接受調查後，山西運城市委書記王
茂設（正廳級）於19日晚被有關部門帶走，
據媒體報道，王茂設與一天前被宣佈接受調查
的杜善學、令政策私交甚好。而其在北京的家
中被查到1,000多萬元錢款，但該信息未得到
官方證實。
據《運城日報》20日報道，6月18日，王茂
設會見來運城考察投資的浙江商會副會長、中
南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吳建榮一行，而19日晚
的運城電視台也播報了這一新聞畫面。據稱，

19日下午王茂設同樣安排客人會見，其被帶走
調查事發突然。同時被帶走的還有其兩名身邊
工作人員，包括秘書譚某以及運城市某政府賓
館經理杜某的司機。
運城市委一位處級官員昨日在接受本報電話詢

問時說，20日上午一上班，王茂設被查的消息就
在市委機關傳開，有關領導要求機關幹部要堅守
工作崗位，不信謠，不傳謠。至20日下午，運城
市召開市委擴大會議，山西省委常委、組織部長
湯濤到場宣佈運城市委工作由市委副書記、市長
王清憲主持，並宣佈王茂設涉嫌嚴重違法違紀已
接受調查。

官媒評「朝裡有人」文章「被消失」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旗下的「中國網事」網站，昨

日上午在官方微博和網頁上刊登一篇評論文章，題為《朝
裡有人也不靈》，評論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令政策遭調查事
件，其後媒體紛紛轉載，但文章發表不久即被刪除，官方
微博也同步刪除發文。
中紀委網站周四公布，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令政策涉嫌

嚴重違紀違法受查。新華網發表評論文章指，「朝裡有人
好做官」今時今日已不管用，現在是「朝裡有人也不
靈」。文章以原鐵道部長劉志軍為例，指劉落馬之前，其
胞弟、原武漢鐵路分局副局長劉志祥志得意滿，一路陞
遷。但如果這建立在貪腐和私利之上，無論官職有多高、
勢力有多大，遲早也會像劉家兄弟一樣，身敗名裂。
文章提到，近年落馬的官員有人以血緣和姻緣為紐帶

結成「家族貪腐」，有人借籍貫、工作過的地域、領域抱
團，利用公款和公權向上輸送利益，保自己平安，助自己
陞遷。
文章又指，出來混早晚要還，伸了不該伸的手，拿了

不該拿的錢，黨和人民一定會讓他吐出來。中石油系列窩
案，山西、四川、江西官員的接連落馬再三證明，大樹底
下好乘涼的道理行不通，拔出蘿蔔帶出泥已成常態。

廣州紀委否認紀委書記涉內幕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廣州日報》原社長戴玉慶獄中舉報廣州市紀
委書記王曉玲涉嫌股票內幕交易，且指其係遭
受報復才入獄。廣州市紀委昨日舉行新聞發佈
會，廣州市紀委常委梅河清稱，廣東省紀委對
舉報情況進行調查，並未發現舉報材料所反映
的內幕交易問題，同時，王曉玲被指插手《廣
州日報》報業大廈工程問題也不屬實。
2012年7月，時任《廣州日報》社長的戴玉
慶因涉嫌嚴重經濟違紀問題，接受組織調查。
去年底，戴妻楊蘭凌舉報廣州市紀委書記王曉

玲，內容涉及王曉玲干預《廣州日報》大樓建
設、股票內幕交易、插手廣州日報日常經營等
三大部分。其中，對於股票內幕交易的舉報內
容主要提到廣州日報上市過程中的違規運作。
王曉玲親戚徐鵬、錢玨因此獲得1億元以上的
投資收益。今年4月，戴玉慶受賄案在東莞審
理，戴亦當庭舉報王曉玲，同時指其是迫於壓
力承認受賄200萬。
梅河清表示，廣東省紀委已對於戴玉慶及其

妻子的舉報情況進行了核查。「經省紀委調
查，王曉玲與徐鵬、錢鈺的出生地及籍貫都不
同，且在社會關係方面也沒有關聯，因此，沒
有證據表明王曉玲與徐、錢二人存在親屬關
係。」同時，中國證監會也沒有認定徐、錢二
人涉嫌內幕交易
的情況。對於舉
報材料所反映的
王曉玲插手廣州
日報報業大廈工
程的問題，紀檢
部門調查後，並
未發現相關情
況。

■梅河清表示，經查，戴玉慶舉報反映的情況
不屬實。 敖敏輝 攝

王茂設簡歷
年齡：57歲（1957年出生）
籍貫：山西臨汾市安澤縣
1992年：山西省政府辦公廳正處級秘書
1996年：省氣象局紀檢組組長，省氣象局副局長
兼紀檢組組長
2001年：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省政府副秘書長
兼省無線電管委會常務副主任（正廳級）
2006年11月：省建設廳廳長
2007年12月：晉城市委副書記、市長
2011年：朔州市委書記
2013年2月起：運城市委書記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統戰部20日在京召開黨外人士專
題調研座談會，邀請民進中央、農工黨中央、致公黨中
央、台盟中央、全國工商聯、無黨派人士代表交流專題
調研情況。據央視網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
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話，全國政協副主席、中
央統戰部部長令計劃參加座談會。
俞正聲認真聽取意見建議，與出席者進行了深入交流

研討。他指出，黨外人士要自覺承擔起為黨和政府分
憂、為國家發展盡力的責任，關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
難點問題，深入調查研究，提出真知灼見，為中共中央
決策提供參考。要認真總結經驗，不斷改進提高，使專
題調研選題與黨和國家中心工作結合得更緊密，意見建
議更具有操作性，使專題調研座談會更加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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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運城市委山西省運城市委
書記王茂設書記王茂設。。

山西運城書記被查 傳與令政策交好

■■王曉玲王曉玲

■令計劃（右）出席黨外人士專題調研座談會。
央視截頻

■■審計署在京公佈了審計署在京公佈了1111家央企家央企20122012年度財務收支審計結年度財務收支審計結
果果。。其中其中，，中石油所屬中石油所屬99家單位違規招標家單位違規招標，，涉及金額涉及金額260260..3535
億元億元。。圖為北京一家中石油加油站圖為北京一家中石油加油站。。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