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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監察》揭扶貧腐敗 吃喝玩樂微信群竟命名「開心團」

陝副省長「精準
精準」
」扶貧
扶貧三私企
三私企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北京報道
）昨晚播出的央視紀錄片
《國家監察
國家監察》
》第三集披露了大量扶貧腐敗
細節：
細節
：扶貧幹部敷衍應付扶貧工作
扶貧幹部敷衍應付扶貧工作，
，虛報脫貧
進度，
進度
，將巨額資金用於
將巨額資金用於「
「刷白牆」
刷白牆」面子工程、
面子工程、用困
難兒童的生活補助金償還自己賭博欠下的高利
貸……特別是陝西省原副省長馮新柱將關係密切的
三家私企加入精準扶貧試點項目，
三家私企加入精準扶貧試點項目
，每家獲得上千萬
元的扶貧資金投資。
元的扶貧資金投資
。他還和這些私企老闆組建了
一個微信群「
一個微信群
「開心團
開心團」，
」，一起打麻將
一起打麻將、
、吃喝
玩樂、
玩樂
、旅遊……最終查明
旅遊……最終查明，
，他受賄總
額高達七千多萬元人民幣。
額高達七千多萬元人民幣
。

▲央視紀錄片《國家監察》第三集截圖。
年初，陝西省副省長馮
2018新柱被立案審查。在中

央紀委國家監委的通報中，馮新柱
「對黨中央關於脫貧攻堅重大決策部
署落實不力、消極應付，且利用分管
扶貧工作職權謀取私利」被放在了開
頭的醒目位置。這是對中管幹部的落
馬通報裡首次提及「落實脫貧攻堅不
力」，釋放出中央嚴肅查處扶貧領域
腐敗和作風問題的鮮明態度。

受賄金額逾七千萬
片中透露，作為分管扶貧的副省
長，馮新柱對扶貧工作不用心，也不
上心，應付了事，所以分管的扶貧工
作搞得也是一塌糊塗。此外，他還利

用手中扶貧資金管理權謀取私利。在
馮新柱的幫助下，和他關係密切的三
家私營企業順利加入精準扶貧試點項
目，每一家都獲得上千萬元的扶貧資
金投資。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李
金鵬介紹，馮新柱跟這些老闆住在一
起、吃在一起、玩在一起，他有個微
信群叫「開心團」，大家在一起開
心，「所以打麻將、吃喝玩樂、旅
遊，由這幫老闆買單，那老闆買單肯
定不是白買的。」
據稱，多年來，馮新柱早已習慣高消
費的生活，而維持這種生活靠的就是權
錢交易的違紀違法所得。他落馬時，從
家中搜出的購物卡就多達674張，最終

查明，他受賄總額高達七千多萬元。

阜陽刷白牆爭面子
這一集還介紹了2019年影響極大的
安徽阜陽「刷白牆」事件，通過還原
現場、聆聽民眾聲音，讓人真切感受
到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之害。
據介紹，2018 年 9 月，阜陽市委原
主要負責人提出 3 個月內徹底整治
153 個莊台，並要求立馬見效。在一
個月後的工作推進會上，郜台鄉因為
整體工作進展緩慢受到了批評。會
後，郜台鄉決定先花錢刷白牆，盡快
出效果。就在該鄉緊鑼密鼓大刷白牆
的時候，中央第十一巡視組來到安徽
做下沉式調研，在郜台鄉看見了成片

簇新整潔的白牆。
據披露，2019 年 1 月，中央紀委國
家監委向安徽指出該問題後，省委立
即責成省紀委監委進行查處、問責，
並在全省進行通報，整個阜南縣的刷
白牆工程才徹底停了下來。據統計，
這項面子工程共花費財政資金 799 萬
餘元。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第六監督檢查室
副主任周勝蛟指出，刷白牆問題實際
上就是一種形式主義，阜陽市一些領
導幹部對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要求落實
不到位，出現了偏差，政績觀錯位，
存在功利主義，追求立竿見影的顯
績，重面子不重裡子，工作不扎實，
不務實，不精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
京報道）24 歲、43 斤、1.35 米的
貴州女大學生吳花燕近日不幸離
世。這位長期營養不良並身患重
病的女孩，其悲慘命運在去年被
媒體曝光後 ，引發社會強烈關
注。最終不治的消息令網友神
傷，很多人引用她生前寫的詩句
為她哀悼：「會有一艘豐衣足食
的 小 船 帶 你 駛 向 遠 方 ……」 此
外，圍繞吳花燕事件的一些慈善
亂象也備受網友譴責。
據內地媒體報道，今年 24 歲的
吳花燕是貴州省銅仁市松桃縣沙壩
河鄉茅坪村人，生前在貴州盛華職
業學院就讀。吳花燕4歲時母親去
世，18 歲時父親去世。2017 年，
奶奶去世後，吳花燕便和患有間歇
性精神病的弟弟搬到了大伯家。
據稱，吳花燕和弟弟是國家一
級貧困戶，從高中開始就靠着每
月 300 元的低保維持生活，她生
活上極度節儉，高中時代就基本
不吃早餐，有時中餐、晚餐也僅
吃饅頭。上了大學後長期將家中
的糟辣椒帶到學校拌飯吃，很少
打飯菜，導致長期營養不良，且
患病。去年 10 月，身體越來越差
的吳花燕在醫院檢查時發現，她
患有心源性水腫、腎源性水腫等
多種疾病，23 歲僅 1.35 米高，體
重 43 斤，眉毛掉盡，額頭上露出
兩道白色的痕跡，原本濃密的頭
髮也掉了一大半。後來，她因心
臟瓣膜損傷嚴重入院，因無錢治

社保救濟還需完善
近日熱播的央視反腐紀錄片《國家監
察》中，一位落馬副省長為銷毀贓物，
/= 天天在衛生間彎腰把昂貴的茅台酒倒入
下水道；而在同一個省份，卻發生了花
季女大學生長期營養不良、疾病纏身最
終不治的悲劇，其強烈反差觸動公眾神經。
如花一樣的年紀，和年齡嚴重不符的體重，消瘦到
誇張的身形面容，以及坎坷多舛的命運身世，吳花燕
事件具備了適合媒介傳播悲情渲染的多種戲劇性元
素。因而在媒體報道後，引發全社會高度關注。除了
民間慈善機構聞風而動，當地政府和就讀學校也啟動
了急難救助，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遲來的愛心
和關懷難以挽救沉痾積疾。小吳姑娘的悲劇，令我們
有必要反思社保救濟如何補漏和完善，以及那些遭遇
同樣不幸卻未被媒體報道的「沉默大多數」如何也能
得到及時救助。
一般來說，在一個社會裡，救助行為分為官方與民
間兩種，其中官方的制度性社會救濟應該是佔到主要
層面。不可否認的是，當前內地的制度性社會救濟體
系還存在比較明顯的短板和漏洞，特別是在一些不發
達地區，人力物力財力都沒有得到完善的保障。這使
得一方面，很多困難群體即使面臨絕境也不知道該如
何尋求救濟渠道；另一方面，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
全、不靈敏、不能應保盡保，成為此類悲劇發生的重
要原因。
此外，對慈善機構的准入和審核必須嚴上加嚴，讓
公眾的善心真正抵達需要幫助的群體。更重要的是，
政府對於為貧病困難人員要提供更多的支撐與保障，
讓貧有所依、病得以治。這樣，我們的脫貧路上才可
以做到「一個也不能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貴州貧困女大學生吳花燕（左三）13 日病逝，年僅 24 歲，引起
網友對一些慈善亂象憤怒譴責。
網上圖片
療在網絡眾籌醫療費。

募集百萬元只撥 2 萬
吳花燕的遭遇經媒體報道後引
發社會關注。去年 10 月 30 日，松
桃縣民政局召開會議商討，決定
給予吳花燕 2 萬元急難救助資
金。銅仁市婦女聯合會也在官方
微信公眾號轉發求助信息，並用
募集所得的資金對吳花燕進行幫
扶。此外，社會捐款等關懷與愛
心也撲面而來，但其中有些亂象
遭到了家屬的質疑，也給吳花燕
的遭遇平添了更多悲情。
比如，作家陳嵐爆料，9958 兒
童緊急救助中心在吳花燕和家屬
不知情的情況下，用兩個籌款平
台分別籌款。過去三個月間，借
助新聞熱度募集了 100 萬元，但
直到吳花燕去世，才給她所在的

貴州某醫院撥款2萬元。
再如，某短視頻賬號打着吳花
燕的名義籌集了 45 萬元，在她並
未收到這筆錢的情況下，卻宣稱
「已將愛心親自交至吳花燕手
上」。

消費悲情謀取私利
吳花燕生前寫過一首題為《遠
方》的詩。在詩裡，她寫道：
「最後，我將回到雲貴高原，在
貴州最高的屋脊，種上一片深藍
色的海洋；在那裡，會有一艘豐
衣足食的小船，帶我駛向遠
方。」不少網友為這位花季凋零
的不幸少女哀悼，希望她能乘坐
一艘豐衣足食的小船抵達天堂，
在天堂裡不再有貧窮、飢餓、疾
病，也不再有人消費她的悲情而
謀取私利。

青海西寧路面塌陷致 9 死 1 失聯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新聞、青海省西寧市一
處路面13日發生塌陷事故，導致一輛公交車陷入坑
洞。截至晚間 22 時，該起事故已造成 9 人死亡，尚
有1人失聯。
1 月 13 日 17 時 30 分左右，青海省西寧市城中區
長城醫院門口公交車站路面突然發生塌陷，現場視
頻顯示，事發馬路突然出現地陷，一輛公交車正在
車站旁停靠時，半個車身墜入坑洞中，有人員被
困。車站等車的路人嘗試拉出坑洞中的人，但數分
鐘後發生二次塌陷，坑洞面積擴大，有等車的路人
也落入坑中。據澎湃新聞昨日報道，公交車已被吊
出坑洞並拉回地面。事發時監控顯示，幾秒時間

內，地陷面積向公交車站台側擴大，此次地陷面積
約80平方米。
中國應急管理部昨日發佈消息說，已派出工作組
趕赴現場指導事故處置和原因調查。同時，應急管
理部督促有關方面針對近期城市地面塌陷多發的情
況，研究提出整改和防範措施。
事發後，應急管理部持續進行調度，指導救援工
作。接到失聯人數由 2 人上升至 10 人的報告後，應
急管理部黨組書記黃明和帶班部領導付建華迅速到
部指揮中心，連線在現場的青海省常務副省長李傑
翔，要求進一步核清人數、科學組織救援、嚴防次
生災害。

▼出現在紀錄片《國家監察》中的陝西
省原副省長馮新柱。
網上團片

不明肺炎患者出院需達三標準

43斤貴州女大學生離世 網友斥眾籌消費悲情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武漢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
炎疫情持續受到各界關注。專
家近日針對病毒溯源性調查進
展、患者救治情況和出院標準
等問題回應媒體。醫療診斷組
專家胡克表示，出院指標第一
個是病情穩定，發燒情況好
轉。第二個是肺部影像學明顯
好轉，沒有臟器功能障礙。患者
呼吸平穩，意識清楚，交流正
常，飲食正常。此外，病原學顯
示陰轉，不排毒就可以出院了。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馮子健指出，確認一個新病
原與疾病的關係需要一定時
間，包括獲得病毒感染的證
據、分離到病毒、對病毒基因
序列做出分析等。還要通過血
清學結果，證明該疾病是由於
這次感染所造成的。目前對病
毒來源等溯源性調查都在緊張
有序進行中。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11 日晚
發佈消息稱，為維護全球衛生
安全，將與世界衛生組織
（WHO）分享武漢不明原因的
病毒性肺炎病例中檢測到的新
型冠狀病毒基因序列信息。
世 衛 組 織 12 日 宣 佈 ， 已 收
到中國分享的從武漢不明原因
的病毒性肺炎病例中檢測到的
新型冠狀病毒基因序列信息。
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高力表示，中
國對此反應非常迅速，快速研究和識別
新的病毒種類。這種病毒增殖速度緩
慢，樣本含量較低，識別是一個很大的
技術挑戰。但自 2019 年年底有媒體報
道出現病例後，中國日前就已識別病
毒，完成基因測序，明確了診斷標準。
這表明近年來中國在這方面的能力發展
迅速。

泰國確診一中國旅客染病

■青海省西寧市城中區南大街長城醫院門前 13 日發生路面坍塌，
導致一輛公車墜入巨坑。
網上圖片

此外，世衛組織 13 日發佈消息稱，已
收到在泰國確診一名中國旅客感染新型
冠狀病毒的報告，並援引泰國官員的消
息表示這名患者正在康復中，世衛組織
正與泰國和中國官員進行合作。
世衛組織指出，在其他國家發現病例
並不意外，呼籲其他國家持續開展積極
監測和防範。世衛組織已發佈關於如何
檢測和治療這一新型病毒的感染者指導
意見。中國共享了基因組測序結果，使
得更多國家能夠快速診斷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