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高官吃喝買樓 浪費10億公款
違八項規定 國資委副主任中石油中海油董事長被內部通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網報道，內地多個

地市的黨委、紀委等單位集中傳達學習的一份來

自中央紀委的通報披露，國資委副主任徐福順、

中石油董事長王宜林、中海油董事長楊華這三名

省部級官員，因「多次公款吃喝，提供高檔酒水

和香煙」、「未報國資委審批的情況下違規購買

北京金湖度假村」等問題，共浪費公款9.497億

元（人民幣，下同），違反中央八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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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大明 天津報道）第10屆
夏季達沃斯論壇（新領軍者年會）昨日在天津拉開帷
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晚在天津會見世界經濟論壇
主席施瓦布，並將在今日（27日）上午召開的論壇開
幕全會上發表特別致辭。
李克強在會見施瓦布時指出，當今世界各國經濟高

度相互依存，任何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一個國家、
一個地區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上升，都可能產生
「蝴蝶效應」，對世界經濟復甦和金融市場穩定帶來
影響甚至衝擊，這需要各方加強協調，攜手應對困難
挑戰，維護和平穩定，推進改革創新，堅持開放包
容，更好實現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
施瓦布表示，世經論壇同中國建立了良好的夥伴關

係，將全力支持中國政府推動改革創新，相信中國製
造業轉型升級等戰略將為中國的發展提供新的動力。

徐紹史：中國經濟穩中向好
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在26日舉辦的「新常態，
新理念，新動能」分論壇上表示，2015年中國的經濟

總量佔全球經濟總量將近14%，經濟增量對世界經濟
增長的貢獻達到了25%，因此大家都非常關心中國的
經濟運行。現在看中國的經濟運行應該有新的視角，
有一個大的判斷，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新常態，這個
新常態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變化，就是增速的變化、結
構的優化、動能的轉換，從這三個方面來看，中國經
濟還是非常健康，非常平穩的。可以用八個字來概
括，叫總體平穩、穩中向好。
今年適逢夏季達沃斯論壇舉辦十周年，論壇主題確

定為「第四次工業革命——轉型的力量」。圍繞這一
主題，按照「重設體系」、「重塑增長」和「反思創
新」三大議程，自昨日開始，200多項分論壇在天津
梅江會展中心各個分會場陸續舉行。

李寶東：讓腐敗分子難在G20藏身
昨日下午舉行的夏季達沃斯論壇年會二十國集團

（G20）分論壇，主題為「新動力，新起點：中國的
G20願景」。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寶東在會上全面闡
述了中國政府對於今年9月將在杭州舉行的G20峰會

的立場、態度和願望。
李寶東表示，G20是公認的國際經濟合作的重要論

壇，是重要的平台或者是機制。在當前世界經濟發展
的重要關頭，國際社會期待G20能夠登高望遠，有所
作為，為世界經濟排憂解難，為未來的經濟引領航
向，指明新的路徑。「明者因時而變，智者隨時而
智。作為主席國，我們感到今年的擔子沉甸甸。」
在談到球經濟金融治理這一議題時，李寶東表

示，將繼續推進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完善國際貨
幣體系，加強基礎設施的投資，加強G20各成員國
在金融監管、國際稅收、能源、反腐敗等領域的合
作，提高全球經濟治理的平衡性、可靠性、有效
性；推動G20制定追贓追逃高級別的原則，設立追
贓追逃的研究中心，制定反腐敗2017-2018年的行動
計劃，借此構建「原則、機制、行動」三位一體的
反腐敗格局。「讓腐敗分子在G20國家無處藏身、
無所潛行，這就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做事是非常有
章法的，既有上面的頂層設計，也有具體落地的實
施方案與機制。」他說。

李克強籲各國攜手應對經濟挑戰
夏季達沃斯論壇200多項分論壇陸續在津舉行

■李克強昨日在天津會見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
布。 中新社

報道稱，湖北省荊門市委書記
別必雄本月15日主持召開市

委常委會議，傳達學習了中央紀
委《關於徐福順、王宜林、楊華
同志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
的通報（下稱《通報》）》並研
究貫徹落實意見。此外，西藏那
曲地區紀委本月8日印發該《通
報》，要求地（中）直各單位、
各縣各鄉鎮及時傳達學習，警醒
廣大黨員幹部。

無視反腐 公然違規
據該《通報》顯示，徐福順、王
宜林、楊華都是省部級官員。其中，
徐福順現任國資委黨委委員、副主
任，王宜林現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
團公司黨組書記、董事長，楊華現

任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黨組書記、
董事長。而2011年至2015年間，身
兼十八屆中央紀委委員的王宜林與
楊華曾在中海油「搭檔」，當時王
宜林擔任的職務是中海油董事長，
楊華則擔任中海油總經理。
該《通報》指出，徐福順、王

宜林、楊華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
神的主要問題包括「在黨中央持
續高壓的態勢下，依然多次公款
吃喝，提供高檔酒水和香煙」，
以及「並未報國資委審批的情況
下違規購買北京金湖度假村」，
共花費公款9.497億元。
其中，違規購買北京金湖度假村

一事早在2015年9月的《中共中國
海洋石油總公司黨組關於巡視整改
情況的通報》中就已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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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內地媒體昨日報道
徐福順、王宜林、楊華三位省
部級官員違反八項規定被中紀

委內部通報，但此事披露並非由中紀委公開曝
光，而是媒體透過地市級部門學習中紀委內部
通報文件獲悉。

內部通報 可起震懾作用
制度反腐專家、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原副院長

李永忠接受本報採訪指出，此事並沒有不同尋
常，一般來說，只有當高級幹部被黨紀處分、
移送司法時，官方才會公開通報，而徐福順三
人公款吃喝，違紀情節相對較輕，應該還未被
紀律處分，更沒有嚴重到移交司法，因此夠不
上公開通報。但由於三人中一人為國企監管部
門國資委領導，另二人掌舵重要央企，位高權
重，中紀委將三人違紀行為印發內部通報文件
下發，顯示中央對腐敗重災區——國資領域的
高度重視，將起到極大的震懾作用，持續保持
反腐高壓態勢。

通過改革 落實八項規定
李永忠還認為，中央制定並落實八項規定的目

的，是要恢復並重建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
要真正取得公信力，就不能僅滿足於禁止性的提
規定，而應該提倡大膽改革，通過改革 「有堵
有疏」地落實八項規定。比如公款接待、公款出
國，怎樣做到既不浪費又能保證正常的活動？能

不能通過試點單位的先行先試，走「職務消費貨幣化」的
改革路子？這些仍需要繼續探索。

記者了解到，2016年至今，內地已累計查處違反中央
八項規定精神問題8,788起。而此前，已有5名省部級官
員因違反八項規定被曝光，分別是原黑龍江省亞布力度
假區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付曉光、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
主任王建鳴、西安市政協主席、原市長董軍、上海市副
市長周波、湖南省副省長張劍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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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2016中國．成都
全球創新創業交易會（以下簡稱「創交會」）」24日至26日
在四川成都舉行，包括3名諾獎得主、14名兩院院士和國際
知名學者在內的大咖雲集蓉城，共話世界科技新未來，把脈
創新創業新趨勢。
由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和成都市於25日共同主辦的
「世界未來科技論壇」上，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中
村修二、201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阿瑟．麥克唐納，以
及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鄔賀銓、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
員、首席科學家丁洪等全球頂尖科學家，分享各自的研究成
果和世界科技前沿信息。

首個綜合國家實驗室擬設在滬
丁洪透露，內地民間組織「未來論壇」正在醞釀頒發未來

科學大獎——「中國版諾貝爾獎」，獎勵的重點是基礎科
學。首設生命科學、物質科學兩個大獎，明年將增設數學和
計算機科學、技術獎，每個獎項獎金100萬美元。在大中華
區範圍內，一些領域做得最好的科學家有望獲得此獎項。目
前，獎金來源主要由李彥宏、張磊、丁健、沈南鵬、鄧鋒、
吳鷹、吳亞軍、徐小平等企業家捐贈。
當天還傳出一個重磅消息：第一個綜合國家實驗室方案已

上報給中科院，設想是放在上海。丁洪介紹，美國共有4個
綜合性國家實驗室，與周邊的大學、企業、政府聯繫密切，
往往是一個區域的創新中心。中國的綜合性國家實驗室也完
全有條件進行區域佈局，比如上海、北京、合肥、廣東、四
川等都可以成為潛在的設置地。

「中國版諾獎」將面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昆明報道）6月26日
是第29個「國際禁毒日」，雲南省禁毒委、昆明市禁
毒委當天聯合舉行「雲南省『6．26』國際禁毒日主題
宣傳活動暨現場銷毀毒品儀式」，銷毀毒品8.11噸。
隨雲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書記孟蘇鐵一聲
令下，設於昆明富民縣的無害化銷毀毒品現場視頻
傳送於主會場大屏幕上，參加儀式的在昆高校大學
生、中學生、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娛樂場所從業
人員代表、禁毒義工等共5,300餘人鼓掌歡呼，隨
後在禁毒簽名布標上簽名，參觀禁毒展板，雲南警
官學院學員代表並向雲南全省青少年發出禁毒倡

議。

滇警官學院培訓50餘國禁毒官員
此外，近年來，雲南警官學院禁毒教育培訓力度增
大、成效顯著、影響深遠。2002年至2016年，該學院
先後為老撾、緬甸、越南、柬埔寨、泰國、巴基斯坦、
斯里蘭卡、阿富汗、馬爾代夫、尼泊爾、也門等50餘
個國家培訓禁毒執法官員1,400餘人次。
近年來，該學院還先後派出教師赴泰國、緬甸、

老撾、柬埔寨等國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進行禁
毒交流、講學，與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司法學
院、柬埔寨警察學院、老撾人民警察學院簽訂禁毒
學術合作協議；與緬甸中央警察培訓學院和尼泊爾
警察學院建立了友好學院關係。

國際禁毒日 昆明銷毀毒品逾八噸

■禁毒義工在禁毒宣傳布標上簽名。記者丁樹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進 湖南報道）記者獲
悉，昨日上午 10 時 30 分許，一輛車牌號為湘
D94396（55座）由衡陽開往廣東方向的旅遊大巴，
在宜鳳高速湖南省宜章縣境內長村鄉東溪大橋附近
碰撞隔離帶和護欄後起火。據最新消息，目前已造
成35人遇難，其中有2名兒童；另有11人受傷，其
中4人重傷，已被送往醫院救治。

傳司機忙逃生未開門
據了解，事故車輛從湖南耒陽出發，到郴州莽
山，車上載員56人，車輛屬於耒陽市駿達旅遊公
司。據湖南省公安廳官方微博消息，該大巴車行駛
中間，撞左側護欄，致油箱損壞，漏油起火。
據目擊者、東溪大橋旁邊的村民鄧先生介紹，早上
十時許，他先是聽到一聲輪胎爆炸的巨響，然後他出
門看到大巴車開到了橋中間，撞上護欄，開始燃燒，
火燒得非常快，幾分鐘就把車燒成了一副鐵框架。
而逃生的傷者也說，火燒得太快了，根本來不及

反應。而有網友曝料稱，司機疑似疲勞駕駛，在大
巴車出事後，司機首先逃生，且沒有打開車門。據
警方消息，目前大巴司機已被警方控制。
出事大巴隸屬的耒陽市駿達旅遊客運有限公司，

公司負責人表示，出事的司機是正式員工。對於司
機是否存在疲勞駕駛，以及在事故中自顧自下車逃
跑，該負責人稱目前還不清楚。

公安部工作組赴現場
另據新華社報道，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郭聲琨

對此宗事故高度重視，要求全力搶救傷員，查明事
故原因，全面排查隱患，切實避免類似事故再次發
生。公安部副部長黃明率工作組已趕赴湖南，指導
開展事故調查處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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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巴撞欄起火 35人遇難

■出事旅遊巴燒剩框架。 新華社
■傷者在路邊等候救
援。 網上圖片

1958年10月生，山東
萊州人，研究生學歷，博
士學位，高級審計師。
1984年9月至2003年9月
在中國核工業總公司工
作，曾任該公司中國核工
業集團公司黨組成員、直
屬黨委書記兼總經理助
理。2003年9月至2013
年5月任青海省副省長、青
海省常務副省長。現任國
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
員會副主任、黨委委員，
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兼職）。

1956年9月生，江蘇
贛榆區塔山人。1982
年華東石油學院（中國
石油大學）勘探系石油
地質勘探專業大學畢
業，2002 年中國石油
大學（北京）地球科學
系礦產普查與勘探專業
在職博士研究生畢業。
2011 年 4 月出任中國
海洋石油總公司董事
長、黨組書記。2015
年 5月 4日，任中國石
油集團董事長、黨組書
記。

1961年5月生，1982
年華東石油學院開發系
採油專業大學畢業，
2004年美國麻省理工學
院工商管理專業碩士畢
業。2010年4月任中國
海洋石油總公司副總經
理、黨組成員，2010年
9月兼任中國海洋石油有
限公司副董事長、首席
執行官，2011年8月任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董
事、總經理。2015年4
月任中國海洋石油總公
司董事長、黨組書記。

資料來源：綜合新華社及人民網

■■徐福順徐福順 ■■王宜林王宜林

被通報違規三高官簡歷

■■楊華楊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