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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防培訓中心成腐敗「後花園」
國務院法制辦就《樓堂館所建設管理條例》公開徵求意見

央行：部分地區金融風險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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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駐美使館街道擬改名是鬧劇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張聰北京報道）美媒報道，中

國駐美國大使館所在街道可能改名為「劉曉波廣場」，妄圖
借助所謂人權問題，惡意炒作劉曉波案抹黑中國。中國外交
部就此向本報表示，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的「命名事件」
純粹一場鬧劇。
外交部就此向本報記者表示，此次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的

「命名事件」純粹一場鬧劇。外交部方面強調，劉曉波是因觸
犯中國法律，被中國司法機關依法判刑的罪犯，美國一些人勿
要妄圖借助所謂人權問題，惡意炒作劉曉波案抹黑中國。據了
解，劉曉波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於2009年被中國政府判處
有期徒刑11年，入獄後第二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政協副主席蘇榮被免職中國今年或躋身淨對外投資國

深圳20多處培訓中心變會所

成為公款吃喝玩樂「行宮」
無數人都曾面對這樣一種怪相：
看似單位內部的培訓基地，卻成為
公款接待的場所；明明是組織學
習，卻只開幾個小時的會就各自尋
找娛樂項目……一直以來，一些地
方黨政機關自建培訓中心的「異
化」現象為社會公眾所側目，部分
培訓中心早已違背建造初衷，成為
公款休閒娛樂的「掩體」和自收自
支的「小金庫」。更有甚者，有的
類似場所甚至成為個別官員拉關
係、錢權交易、請客應酬、公款吃
喝玩樂的「行宮」。
林林總總打着培訓旗號，行奢靡腐
敗之風的所謂「培訓中心」，既不利
於資金來源和使用的監管，也給利益
輸送和權力自肥留下空間，成為滋生
腐敗的「後花園」。中央八項規定實
施和旗幟鮮明反「四風」以來，中央
多次下發文件規範黨政機關樓堂館所
建設，目前已查處樓堂館所違規問題
199起。在相關舉措雷厲風行、層層
推進的今天，部分異化的「培訓中
心」依然隱藏在角落，玷污了八項規
定和反「四風」帶來的清正之風。對
於培訓中心的種種弊端，多年來並非
未加治理，但始終未能有效根治，究
其根底，還是一些領導幹部貪圖享樂
思想意識作祟。

根據現實情況，徵求意見稿重新界
定了樓堂館所的範圍，限定為黨政機
關新建、擴建、改建、購置、置換和
維修改造辦公用房以及培訓中心等各
類具有住宿、會議、餐飲等接待功能
的設施或者場所，不包括圖書館、科
技館、博物館等公益性項目以及黨政
機關業務用房項目等。對於有關企事
業單位建設樓堂館所項目，則規定參
照本條例執行。

提升監督制度和法律責任
徵求意見稿還進一步嚴格了監督

制度和法律責任，不僅要求項目審
批機關和項目單位加強內部監督，
而且要求國務院發展改革、監察、
財政、國土、建設、審計等部門，
各級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依
法監督檢查項目建設。為了使項目
建設更好地接受外部監督，徵求意
見稿還規定了項目的信息公開和社
會監督制度。此外，徵求意見稿還
相應規定了法律責任。
現行《樓堂館所建設管理暫行條

例》(以下簡稱《暫行條例》)將樓堂
館所分為經營性和非經營性兩類，
適用範圍比較廣：類型上包括辦公
樓、招待所、展覽館、紀念館、療
養院，旅遊賓館、寫字樓、遊樂場
等，主體上適用於所有機關、團
體、全民所有制企業事業單位。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昨日就《樓堂

館所建設管理條例(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徵求意見稿

規定，不得以任何名義建設包括培訓中心在內的各類具有住

宿、會議、餐飲等接待功能的設施或者場所，也不得安排財

政性資金進行維修改造。隨着深圳國稅局16棟豪華別墅培訓

基地的曝光，一些黨政機關自建的培訓中心再次引發了公眾

的強烈質疑。新華網發表評論文章表示，決不允許培訓中心

成為腐敗的「後花園」。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深圳市中級
人民法院、深圳市地稅局、深圳市規土委、
工商銀行等多個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圈
佔」深圳海岸線，建起了20多處別墅式培訓
中心，培訓基地異化成海濱會所……調查發
現，佔據當地最美海岸線，深圳一些黨政機
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建設多處奢華培訓
中心。有些專門供內部接待，有些給員工發
放消費券。群眾認為，類似的培訓中心已經
成為當前掃除奢靡之風的死角。
來自深圳市規劃國土委的資料顯示，2013年

7月，該部門曾啟動深圳市沙灘浴場專項規

劃。據調研清查，深圳城市沿岸56處自然連綿
的沙灘，有八成被無證經營者圈佔，包括政
府、社區、企業等不同主體。

休閒娛樂多 安排培訓少
在深圳大鵬新區溪湧海灘片區，悅榕灣工人

度假村最為惹眼。據其對外宣傳資料顯示，該
度假村為深圳市總工會幹部培訓中心，性質為
深圳市總工會下屬企業。據了解，該度假村
C1棟專門用於接待深圳市總工會領導及員
工，其餘10多棟別墅全部對外經營。
豪華軟硬件脫離培訓初衷。建設培訓中心的

目的，是為了學習，理應簡樸，然而深圳很多
培訓中心卻專門選址在風景絕佳處，在配建休
閒娛樂設施上大費周章，桑拿、美容、保齡球
等設施一應俱全。與之相反，培訓中心安排的
培訓卻少得可憐。
培訓中心成為員工的變相福利。深圳一家單

位的辦公室主任告訴記者，當地很多培訓中心
都給員工發放消費券作為福利，員工可以憑券
打折。如果領導過來更是要「熱情接待」，雖
然不會免費入住，但在訂房、服務等方面肯定
會優先安排。相反社會公眾要麼被這些培訓中
心拒之門外，要麼房價高得讓人望而卻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六次
會議昨日在北京閉幕。會議經過表決，通過了關於免去蘇榮第十
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撤銷其全國政協委員資格的決定。
今年66歲的蘇榮（1948年10月出生）是吉林洮南人。先
後曾任青海省委書記、甘肅省委書記及江西省委書記。2013
年3月，蘇榮當選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曾任中共第十
四屆、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六屆、十七屆中央委員。
今年6月14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佈消息，中國人民政
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蘇榮涉嫌嚴重違紀違
法，接受組織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
京報道）中國高層近期密集探討
能源問題，研究能源體制革命。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昨日發佈
《中國能源生產與消費革命》報
告，指出中國能源革命的三條路
徑，即減量革命、增量革命以及
效率革命，而能源價格是核心，
也是改革的重要部分。

新道路須平衡經濟發展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
長助理吳越濤指出，到2020年
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可能會達到
53-54億噸標準煤，這與中國對
國際社會承諾的到2020年化石
能源消費排放42億噸標準煤的
約束，有11億噸左右的差量。
他表示，中國要尋找新道路必
須在兩方面進行平衡。一方
面，在保持經濟合理發展速度
的前提下，控制能源消費總量
的過快增長；另一方面，增加
非化石能源。
對此，國研中心在報告提出
了中國能源革命的路線圖，包
括三條路徑：一是要通過「減
量革命」，改變能源消費模
式，以市場化方式形成節約能
源的經濟發展模式；二是通過
「增量革命」增加供給，並協
調好「立足國內」與「海外進
口」的關係，做好大量能源進
口、實施能源國際戰略的準
備；三是實行「效率革命」，
通過運輸網絡和市場體系優化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田一涵北京報道）中國人民銀行
副行長劉士余24日就加強金融監管防範金融風險工作情
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報告。他指出，中國部分領域
或地區的金融風險比較突出，主要表現為部分企業債務率
過高、產能嚴重過剩行業不良貸款上升、高收益理財產品
兌付違約風險上升、金融業網絡和信息安全存在隱患等。
不過，中國經濟當前運行仍處在合理區間，金融風險總體
可控。下一階段，央行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
和改善金融監管，防範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

引社會資金投資城市基建
針對加強金融風險監測分析，及時化解處置金融風險隱

患，劉士余強調，要繼續加強對地方融資平台債務、各類
影子銀行業務、企業互保聯保等風險領域的監測分析，動
態排查風險隱患，督促金融機構及有關方面做好各種情景

下 的 應 對 預
案。他指出，
要結合財稅體
制改革，探索
建立以政府債
券為主體的地
方政府舉債融
資機制，引入
社會資金投資
城市基礎設施
建設，逐步建
立地方政府跨年度預算平衡制度，減輕地方政府對土地收
入的依賴，積極穩妥化解地方融資平台債務風險。
按法制化、市場化的原則妥善處置信託、理財等高收

益產品可能引發的兌付風險。

■深圳市國稅局下屬的金水灣度
假村。 網上圖片

■培訓中心安排的培訓少得可
憐。 網上圖片

■在深圳大鵬新區溪湧海灘
片區，悅榕灣工人度假村最
為惹眼。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聯合國貿
發會議於日內瓦時間24日發佈的《2014世
界投資報告》表示，中國對外投資(包括金融
領域投資)將很可能在今年超過吸引外資的規
模，中國有可能躋身淨對外投資國。
2013年，全球FD I(外商直接投資)重現增

長，流入量增長了9%，達到1.45萬億美
元。中國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動中表現不
俗，全年吸引外資達1,239億美元，較上年
增長2.3%，居全球第二位，與位居全球第一
的美國的距離進一步縮小。

對外投資高速增長
中國對外投資的高速增長更加引人注目。

2013年，中國對外投資達1,010億美元，較
上年增長15%，僅居美、日之後，為全球第
三大對外投資國。截至2013年底，中國對外
投資存量達6,136億美元，全球排名從2011
年第17位上升至2013年的第11位。
「正如我們多年前指出的那樣，中國對

外投資已經進入了高速增長階段。現在，
中國已經成為名符其實的對外投資大國。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經濟發展主要依
靠出口推動和吸引外資的局面將發生重大
轉變。對外投資將成為中國產業升級和經
濟增長的重要動力。」聯合國貿發會議投
資和企業司司長、《世界投資報告》主編
詹曉寧說。

■■聯合國貿發會議發佈的聯合國貿發會議發佈的《《20142014世世
界投資報告界投資報告》》表示表示，，中國有可能躋中國有可能躋
身淨對外投資國身淨對外投資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外商投資撤最低註冊資本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馬琳
北京報道）據
商務部網站公
佈，在外資審
核時，取消對

外商投資（含台、港、澳投資）公司首次出資比例、貨幣
出資比例和出資期限的限制或規定，同時取消公司最低註
冊資本的限制。
為落實國務院註冊資本登記改革方案，商務部近日下

發了《商務部關於改進外資審核管理工作的通知》。該
《通知》稱，認繳出資額、出資方式、出資期限由公司
投資者（股東、發起人）自主約定，並在合營（合

作）合同、公司章程中載明。
《通知》明確，除法律、行政法規以及國務院決定對

特定行業註冊資本最低限額另有規定外，取消公司最低
註冊資本的限制。除暫不實行註冊資本認繳登記制的行
業外，不再審核公司註冊資本的繳付情況。
不過，《通知》對公司註冊資本和投資總額的比例，

仍要求需符合《關於中外合資經營企業註冊資本與投資
總額比例的暫行規定》及其他現行有效規定。
據了解，國務院於今年2月批准並印發《註冊資本

登記制度改革方案》，目的在於通過改革公司註冊資
本及其他登記事項，進一步放鬆對市場主體准入的管
制，降低准入門檻，優化營商環境，促進市場主體加
快發展。

■劉士余指出，中國部分領域或地區的
金融風險比較突出。 資料圖片

■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昨
日閉幕，會議通過了關於免去蘇榮(小
圖)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撤銷
其全國政協委員資格的決定。 中新社

川吉博物館聯展抗戰文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志堅 長春報道）中國國內最大的

民間博物館—四川建川博物館與吉林長春偽滿皇宮博物院聯
合舉辦的「為了和平，收藏戰爭」抗戰文物展23日在長春展
出，免費開放持續到9月5日，展出了400多幅歷史圖片及300
多件抗戰文物，涵蓋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的敵後戰場、正面
戰場、地方部隊、援華美軍等內容。其中包括「日本軍官荻島
靜夫日記」、「日軍暴行揮淚扇」等多件國家一級文物。
長春偽滿皇宮博物院院長李立夫說，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也是中國以立法形式確定
抗戰勝利紀念日的第一年，舉辦此次展覽有助人們了解歷史真
相，也是對日本右翼「否認侵略」錯誤言論的有力反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