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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可助國家跨境肅貪
劉建超：去年「天網行動」從海外追回逾千人

去年以來歸案重要「紅通人員」
■ 楊進軍，「中國第一女貪官」楊秀珠之
弟。涉嫌貪污賄賂犯罪，開設浙江明和
集團有限公司，為楊秀珠洗錢。2001
年逃往美國，2015年9月被美國強制遣
返回國。

■劉建超表
示，香港在
協助內地打
擊跨境貪腐
案方面有潛
力。新華社

■ 常征，曾任深圳市中油器材進出口有限
公司副總經理，該公司係深圳石油公司
與中國石油物資投資有限公司合資成立
的國有企業。涉嫌貪污罪，2011 年 11
月逃往加拿大，2016 年 2 月 18 日，廣
東省檢察機關成功規勸常征回國投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兩會報道）國家預防腐敗

■ 付耀波，遼寧省本溪市勞動和社會保障
監察支隊案件審理科原科長；張清曌，
遼寧省本溪市勞動和社會保障監察支隊
原出納員。二人涉嫌於 2008 年至 2014
年間，利用職務便利共同貪污公款
2,996 萬元人民幣。2016 年 2 月 6 日被
逮捕。

局副局長、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負
責人、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局長劉建超，昨日接受記者採訪
時表示，香港是腐敗分子資金外逃的渠道之一，香港在協助
國家打擊跨境貪腐案件方面，可以作出貢獻。另外，中國政
府近年來，在反腐敗方面與國際社會加強合作，且在繼續深
化。劉建超透露，自去年部署開展「天網行動」以來，中國
從海外追回外逃腐敗分子 1,000 多人，其中公職人員 240 多
人，而迄今為止已追回 24 名「紅通人員」。

劉建超表示，香港的廉政公署有長期打擊政府內部
貪腐的經驗，而且就跨境合作與內地有很多交

流，因此香港在協助內地打擊跨境貪腐案方面有潛力和
餘力。另外，香港是內地貪官將貪污得來的資金運到海
外的渠道之一，但涉及多少人和錢，仍要統計。他認
為，腐敗分子有機會透過香港地下錢莊、洗黑錢等渠
道，將錢運走。

大力推進反腐國際合作
據介紹，目前，中國正大力推進反腐敗國際合作。
2014 年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期間通過的《北
京反腐敗宣言》是第一個由中國主導起草的國際反腐
敗宣言。同時，中國大力推進與有關國家締結雙邊引
渡條約和司法協助條約，不斷完善對外開展國際司法
合作的法律框架，司法合作條約已經覆蓋 5 大洲 66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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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劉建超表示，從去年至今，APEC 反腐敗執法合作進
程還在繼續深化，各國在探討如何採取更有效措施，加
強在亞太地區反腐敗合作，其中包括執法網絡建設等。
中國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框架下和各國加強反腐
敗合作。劉建超說：「在追逃追贓方面，凡是有中國外
逃分子去往的國家，我們一般都有聯繫，確認外逃腐敗
人員是不是在這個國家，然後通過外交渠道、執法渠道
等，尋求他們的支持與合作，能夠使外逃腐敗分子早日
被捉拿歸案。」

已追回24名「紅通人員」
劉建超也指出，國際社會在探討加強各領域合作，也
在想辦法建立一些機制，比如在打擊反洗錢方面。「我
相信在這方面，既要有中國自身的努力，也要有國際社

會的配合。」
另據劉建超介紹，去年中國開展了「天網行動
2015」。在這個行動下，中國從海外追回外逃腐敗分
子 1,000 多 人 ， 其 中 公 職 人 員 240 多 人 。 「 紅 通 人
員」去年追回了 18 名，今年從 1 月份至今，又新增了
6 名。
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紅色通緝令是由國際刑
警組織發佈的國際通報，其通緝對象是有關國家法律部
門已發出逮捕令、要求成員國引渡的在逃犯。國際刑警
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十分重視同成員國執法機構的合
作，多次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佈紅色通緝令。去年 4
月，按照「天網行動」統一部署，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
家中心局集中公佈了針對 100 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國家工
作人員、重要腐敗案件涉案人等人員的紅色通緝令，加
大全球追緝力度。

他並建議，強化促進就業公平的法律責任，以創業
帶動就業。

將就業作考核政績指標

■郭允沖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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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兩會報道）全國政
協委員、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副部長郭允沖，昨日
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大會發言中表示，「十
三五」時期全國城鎮年均新增勞動力約 1,500 萬
人，總量壓力依然較大，結構性矛盾將更加突出。

郭允沖認為，「十三五」時期經濟發展處於新舊動
能轉換階段，就業總體吸納能力有所減弱，「去產
能」將對部分地區、部分行業的就業崗位產生較大影
響，失業人員再就業將成為不可迴避的現實問題。他
建議，將就業作為考核各級政府政績的重要指標，進
一步強化政府促進就業和就業公平的法律責任。
郭允沖提出，「要深化對『大眾創業，萬眾創
新』的認識，明確就業創新的目的是帶動經濟增
長、就業數量和質量的提升，避免一哄而上，以行
政力量過度推動和盲目創業，或以鼓勵創業為名推
卸政府的就業責任。」
郭允沖建議，着力構建城鄉一體化的就業信息系
統，實現人崗精準對接；探索開展就業需求預測評
估並向社會公佈，引導學校專業設置，培訓結構業
務開展和勞動者自主選擇；研究制定城鄉一體化的

督查組提醒委員專心開會

■四位督查人員在大廳巡視
四位督查人員在大廳巡視。
。 記者江鑫嫻 攝
「今天沒有幾個委員出來喝
茶、休息。」在昨日的政協全
體大會上，有想在會場外
「堵」委員採訪的同行，略帶
失望地「抱怨」道。同時，記者還注意到有人不時提
醒在會場外大廳內休息的委員，請他們進場聽會。原
來他們是全國政協會風會紀督查組的工作人員。
記者詢問得知，本次大會設立了以中央紀委駐全國
政協機關紀檢組為主組成會風會紀督查組，具體負責
大會會風會紀督查工作。在督查組的監督下，委員們
紛紛自覺減少與會議無關的活動，聚精會神開會，積
極建言獻策。
■記者 江鑫嫻 兩會報道





■ 李華波，原江西省潘陽縣財政局經濟建
設股股長。2006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2
月，利用職務之便，通過私蓋偽造的公
章、提供虛假對賬單等手段，轉移縣財
政局資金 9,400 餘萬元人民幣，相當於
鄱陽這個國家級貧困縣年財政收入的四
分之一。後逃匿至新加坡，2015年5月
9日被遣返回國。
記者 江鑫嫻 整理

中國夢要靠人民實現

委員籲以創業帶動就業

■ 黃玉榮，曾任河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黨
委書記、河南省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等職務，涉嫌貪污、受賄犯
罪，2002 年 8 月逃往美國。2015 年 12
月 5 日，選擇主動回國投案自首。她是
「天網」行動開展以來，第一個從美國
主動回國投案的「紅通」人員。

3 月 11 日全國政協十二屆四
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的大會
發言有些特別，都是圍繞就
業、醫療、教育、計生、創新
等事關民眾切身利益的話題展
開，以李家傑委員「發出中國聲音 講好中國故
事」開始，以朱永新委員的「人心就是力量」結
尾，讓人感受到了中國夢的民生版。
李家傑委員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最吸引全
球目光的「中國故事」。的確，只有人民幸福
了，才能向世界發出最好的「中國聲音」。
習近平說過，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那
麼人民的願景是什麼? 有調查顯示，老百姓希望
日子過得更好一些，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
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
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
優美的環境……
委員們在當天的發言中提出，讓農民工成為實
現「中國夢」的寶貴人力資源；不讓殘疾人在小
康進程中掉隊；推行男女共享帶薪育兒假；要解
決婦女「不敢生」和「生不起」問題，解除女性
和家庭的後顧之憂；面對醫改難題要以釘釘子精
神抓好改革落實……中國夢只有通過解決民眾一
件件現實憂苦才能實現。
中國夢必須依靠人民來實現。朱永新在發言中
稱，「人心向背、力量對比決定事業成敗」。的
確，民心是最大的力量，人心齊，泰山移，沒有
什麼困難不可戰勝。
■記者 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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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度，促進勞動力市場的平衡與穩定。同時，
他表示，要健全創業准入和退出機制，大力發展風
險投資、天使基金，解決創業者的後顧之憂。

倡設職業教育高考
同時，郭允沖還建議要以實施「中國製造
2025」戰略為契機，着力把經濟發展轉變到依靠勞
動力素質提高和科技進步的軌道上來。「逐步實現
以『知識經濟』替代『肌肉經濟』、用『人才紅
利』替代『人口紅利』。」高等教育要根據市場需
求變化及時調整專業課程設計，強化能力培養。要
強化職業教育，逐步將職業教育比重提高到佔全體
適齡青年的70%左右。
關於人才培養方式的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中華
職業教育社副理事長蘇華在大會發言時亦提出，職
業教育承擔着培養高素質技術型人才的重大任務，
建議獨立設置職業教育高考，形成兩類教育、兩類
高考雙軌制格局，促進學術型、研究型人才與技術
型、技能型人才共同發展。

民建中央盼完善創新投融資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兩會報
道）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民建中
央副主席王永慶在昨日政協大會上代表民
建中央發言時表示，當前科技成果轉化不
暢、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已成為制約創新
驅動發展戰略實施的重要瓶頸，其中內地
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 10%。他建議，
通過培育有核心競爭力的創新型企業、完
善創新投融資體系等方式，使中國盡早進
入創新型國家行列。

加快科技成果轉化
王永慶表示，要加快科技成果轉化，促
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他建議，盡
快出台國有科技成果無形資產管理方法，
允許通過協議定價、掛牌交易、拍賣等市
場機制方式確定國有科技成果無形資產價
格。同時，從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出發，將
科技成果市場貼近度、轉化率、產學研合
作的項目數量、項目帶動產業發展的產值
等納入科研評價體系。
王永慶還提出，建立多渠道的高技術產
業投融資體系，鼓勵公益性或社會資本進

■王永慶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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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成果轉化和創新創業環節。統籌考慮降
低投資風險，建立針對各個環節的投資渠
道，保障科技成果從研發、策劃、孵化、
產業化的資金供給。鼓勵創投機構在創新
型中小企業初創期介入。還要通過加強知
識產權司法保護、培育有核心競爭力的創
新型企業、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服務業水平
等方式，推動科技創新發展。

指 尖 上 的 表 達
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
議正在北京舉行。代表委員圍繞政府工作報告進行審
議和討論，共謀改革發展良策，他們借助手勢表達觀
點，依法履行職責，積極參政議政。 文/圖：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