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月
"

日! 俄罗斯全

国哀悼俄南部克拉斯诺

达尔边疆区洪灾及乌克

兰车祸中的遇难者" 克拉

斯诺达尔边疆区强力部

门
#

日的最新数据显示!

已有
$%%

人在洪灾中死

亡" 此外!一辆载有
&'

名

俄罗斯朝圣者的大巴
!

日在乌克兰切尔尼戈夫

州翻车!导致
$&

人死亡#

("

人受伤"

图为市民在俄罗斯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驻

莫斯科办事处的门前点

燃蜡烛!悼念遇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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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台首部行政法规约束机关事务管理工作

为!三公经费"管理戴上!紧箍咒"

据中国政府网
!

日消息! 国务
院总理温家宝日前签署第

"#$

号国
务院令!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

自
#%$#

年
$%

月
$

日起施行$

条例共六章三十五条$ 制定这
一条例的目的是加强机关事务管
理!规范机关事务工作!保障机关正
常运行!降低机关运行成本!建设节
约型机关$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
的机关事务管理活动适用这一条
例$

条例规定! 机关事务工作应当
遵循保障公务% 厉行节约% 务实高
效%公开透明的原则$ 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按照简化礼仪% 务实节俭的原
则管理和规范公务接待工作$

根据条例! 国务院机关事务主
管部门负责拟订政府机关公务接待
的相关制度和中央国家机关公务接
待标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
当结合本地实际! 确定公务接待的
范围和标准$ 政府各部门和公务接
待管理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公务接待
制度和标准$

条例要求!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
部门应当加强会议管理! 控制会议
数量%规模和会期!充分利用机关内
部场所和电视电话% 网络视频等方
式召开会议!节省会议开支$

条例规定! 政府各部门应当执
行有关因公出国 &境 '的规定 !对本
部门工作人员因公出国 &境' 的事
由%内容%必要性和日程安排进行审
查!控制因公出国 &境 '团组和人员
数量%在国&境'外停留时间!不得安
排与本部门业务工作无关的考察和
培训$

根据条例!违反条例规定!安排
与本部门业务工作无关的出国&境'

考察或者培训的! 由上级机关责令
改正! 并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
对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分( 情节较
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国管局负
责人就条例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解
答$

为!三公经费"消肿

当国家有关部门还为何时出台
文件禁止公务接待食用鱼翅而 )纠
结*时!浙江省温州市委市政府日前
出台文件指出 ! )不得食用野生黄
鱼%鲍鱼 %鱼翅 %辽参及其他高档菜
肴! 不得提供茅台% 五粮液等高档
酒%各类进口酒以及高档香烟*$

)三公经费*指的是用财政拨款
开支的因公出国 &境 '经费 %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

#%$$

年
&

月起!一张张中央部门)三公经

费*账单被逐一晾晒在阳光下!接受
大众监督$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
主任吴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只
要花的是国家的公款!就都应该公开
支出!接受百姓监督$ 更为重要的是
公布得更加详细%彻底%政府部门最
好能够做到财政透明!给百姓一个明
白交待$

加强机关运行经费管理!是规范
机关事务工作的关键环节$ 条例规
定!县级以上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按照
总额控制%从严从紧的原则!采用定
员定额方式编制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

有专家表示!用科学的标准筛掉
不该支出项目和费用!遏制日益膨胀
的行政开支!才能有效地让)三公经
费*%)消肿*$

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的公车问题!

条例明确指出! 强化公务用车管理$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
认为!公车改革的根本方向是公务用
车服务社会化!必要的公务用车可通
过公交%出租车%公车服务中心租车%

私车公用等社会化途径解决$

向!买贵不买对"说不

针对政府采购中的诸多 )潜规
则*!早在

#%%#

年
"

月
#!

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就审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我国政府采购
制度由此步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尽管如此!)花公家的钱! 不差
钱 *%)只买贵的 !不买对的 *等铺张
浪费现象在各地时有发生$

为严格规范政府采购活动 !条
例规定! 政府各部门应当采购经济
适用的货物!不得采购奢侈品%超标
准的服务或者购建豪华办公用房 $

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管
理制度!缩短采购周期!提高采购效
率 !降低采购成本 !保证采购质量 $

政府集中采购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应
当低于相同货物和服务的市场平均
价格$

)有效地利用政府内部和外部
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对改进
政府治理! 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教
授汪玉凯说$

事实上!为降低采购成本!增强
透明度! 一些省份已经采取了有针
对性的措施!向采购潜规则说)不*$

财政部数据显示 !

$%

年来全国
政府采购规模由

#%%#

年的
$%%!

亿
元增加到

#%$$

年的
$$''#

亿元!范
围和规模不断扩大! 经济效益明显
提升$

汪玉凯表示! 通过政府网上采
购 !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 %物力 %财

力和时间$ 同时!随着政府管理技术
手段的变化!还可以避免大量的有形
资源的重复建设和浪费$

为!文山会海"瘦身

提及 )文山会海*! 有关专家直
言!这种现象导致一些干部疲于应付
各种会议! 难以做到静下心来谋大
事!沉下身来抓实事!破坏了干群关
系!损坏了政府形象!耗费了精力和
时间!更增加了行政成本$

)开会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我们
都在讲要建设服务型% 节约型政府!

就是要从务实% 切实的角度出发!用
最节省的成本实现最好的工作效
果$*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俞
学文代表提出! 要控制会务标准!将
审批%监督等工作落到实处$

加强机关服务管理! 是保障公
务% 杜绝浪费% 降低成本的基础性
工作$ 为帮助会议 )瘦身*! 条例规
定 ! 各级政府应当控制会议数量 %

规模和会期! 充分利用机关内部场
所和电视电话% 网络视频等方式召
开会议$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
为!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会议! 或者
通过视频会议实现政府部门之间跨
部门% 跨地区的电子交换业务% 公
务活动的连线办公% 电子邮递% 办
公自动化% 公文电子化处理等! 都
可以大大减少行政人员的办公费用
和公文处理的费用! 克服以往长期
困扰我们的 )文山会海 *%)公文旅
行* 等$

设置!高压线"

增强威慑力

为了加强监督检查%强化责任追
究!条例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加
强对本级政府各部门和下级政府机
关事务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违
法违纪行为$

根据条例规定! 有违反本条例
规定的情形的! 由上级机关责令改
正! 并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
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
的!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
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机关事务管理人员滥用职权% 玩忽
职守 % 徇私舞弊或者贪污受贿的 !

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 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对此!有专家表示!条例在监督
检查和责任追究方面的规定!为机关
事务管理工作设置了一个)高压线*!

增强了条例的威慑力$

(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0

1月份我国 234同比涨 -'-5

$%&'()* !"#$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家
统计局

!

日发布报告!

"

月份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

'同比上
涨

#,#-

! 涨幅比上月大幅回落
%,.

个百分点$

"

月份!我国
)*+

中!食品价格
同比上涨

',.-

! 非食品价格上涨
$,&-

$ 上半年!全国
)*+

同比上涨
','-

$

调查显示!

"

月份!我国食品价
格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

!蛋
价格下降

',"-

! 鲜菜价格上涨
$#,$-

!粮食价格上涨
',#-

$

"

月份! 我国烟酒及用品价格
同比上涨

',#-

! 衣着价格上涨
','-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
格上涨

$,!-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
价格上涨

$,!-

!交通和通信价格下

降
%,&-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价格上涨

%,'-

! 居住价格上涨
$,"-

$

据统计局测算!在
"

月份
#,#

个
百分点的

)*+

同比涨幅中! 去年价
格上涨的翘尾因素约为

$,&

个百分
点!新涨价因素约为

%,.

个百分点$

从更能反映价格最新变动情况
的环比数据看!

"

月份!全国
)*+

环
比下降

%,"-

$ 其中!食品价格环比
下降

$,"-

! 影响
)*+

环比下降约
%,/'

个百分点$在食品价格中!鲜菜
价格下降

$/,#-

! 猪肉价格下降
$,"-

$

此外!作为
)*+

的上游!全国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

'在
"

月份
同比下降

#,$-

!环比下降
%,0-

$ 上
半年!全国

**+

同比下降
%,"-

$

我省上调工伤保险待遇
#(+,-./01

据新华社郑州
.

月
/

日电 记
者

!

日从河南省人社厅了解到!根
据国务院 "工伤保险条例 +和 "河
南省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 !综合考
虑物价增长水平等因素!河南省决
定对伤残津贴等工伤保险待遇进
行调整$

据介绍 ! 此次调整对象包括
#%$$

年
$#

月
'$

日前开始享受
伤残津贴 %生活护理费 %供养亲属
抚恤金的工伤人员或因工死亡职
工供养亲属 ! 并从今年

$

月
$

日
起执行 $ 河南人社厅要求各地在

今年
.

月底前 ! 将增加的待遇发
放到位$

在调整后!如果有关待遇仍达
不到以下标准的!统一调整至以下
标准,伤残津贴每人每月

$#%%

元(

生活护理费!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
每人每月

$$%%

元( 生活大部分不
能自理的每人每月

!%%

元(生活部
分不能自理的每人每月

0%%

元(供
养亲属抚恤金, 配偶每人每月

!%%

元 &孤寡老人为
$$%%

元 '(其他亲
属每人每月

0%%

元&孤寡老人或孤
儿为

!%%

元'$

我国将建旅游业!黑名单"制度
232456789:-;<=

据新华社沈阳
.

月
/

日电

记者从
!

日在此间召开的
#%$#

年
全国旅游局长研讨班上获悉!我国
将研究建立旅游业质量失信)黑名
单 *制度 !曝光一批违法失信的旅
游企业!以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监
管!优化旅游消费环境$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江强调!

各级旅游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大对
违法经营旅游企业的惩处力度 $

特别是对非法挂靠承包%拒不履行
合同约定义务% 擅自改变行程%欺
骗%胁迫旅游者购物或参加自费项
目等严重干扰旅游市场秩序和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行为!更要
从严惩处 !吊销 %停业一批违法违
规旅行社和导游!使影响旅游市场
秩序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对
违法违规和不诚信行为起到震慑
作用$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旅游
局联合部署的)贯彻质量发展纲要!

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专项活动!结合
)讲诚信% 促发展*%)诚信兴商宣传
月*等主题宣传活动$今年

$%

月!国
家旅游局会同质检总局出台旅游业
质量失信)黑名单*制度!曝光一批
)黑名单*旅游企业$

温州车改
!"#

市管干部不再配车!处级每月最
高车补

'$%%

元--全国陆续推进的
)公车改革*中!温州车改因 )大刀阔
斧*备受关注$ 高额)车补*是否涉嫌
变相福利. 上千辆公车拍卖如何不被
)贱卖*. 褒贬不一的民声!反映了地
方车改的复杂和艰难$

专家指出!近年来各地公车改革
措施不少!但也滋生了)钱也拿%车照
坐*的新问题$ 温州车改的办法能否
奏效!关键在于能否)关住后门*$

!创薪"之惑#!补贴"

标准谁说了算$

从科员% 办事员到正县实职分
0

档!每月最高补贴
'$%%

元$ 与国内一
些进行车改的地区做法类似!温州车
改也采取了货币化补贴方式!但最高
补贴额度创新高 $ 一些网民质疑 !

'$%%

元的车补!已经超出一些人的月
薪 $ 这个补贴标准是如何制定出来
的. 是否有借改革之名搞)创薪*.

此前! 杭州的车补标准是! 部%

委%办%局正职每月
#"%%

元!但补贴%

留车可自由选择$ 宁波市部%委%办%

局正职每月补
'%%%

元! 也可自由选
择补贴或留车!副职每月

#.%%

元$ 广
州市天河区部 %委 %办 %局正职每月
#.%%

元$

对此! 温州市有关领导表示!此
次温州车改除省管干部用车%执法执
勤用车以外 !所有公车 )一刀切 *!车
补标准是从温州的市情实际出发!以
总体节省

$/-

为总目标倒算!结合当
地的生活消费水平!)

'$%%

元的最高
标准在 全 市

.!

个 车 改 单 位 只 占
#%-

$ *

温州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车改办主任陈波介绍!温州公车改革
在全国首创拉开车补差距 ! 实行细
化%差异化补贴 !根据各单位日常用
车的)使用率*!分三类区别对待$ 车
补标准确定经过严密的评审程序!市
车改领导小组终审后才确定$

温州市经信委某负责人坦言!人
们对公车改革的期望值很高!但对大
多数干部来说!毕竟公车象征一种待
遇$ 车改已经是大方向!用差异化的
补偿!能相对避免)一刀切 *的弊端 !

减少改革的阻力$

长期关注中国车改问题的湖北
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车补标准
是当前社会舆论最为关注的问题!也
是人们判断公车改革诚意几何的重
要标尺$ 一方面!一些地方较高的车
补标准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另一方
面! 改革会触及干部的既得利益!让
掌权者)向自己开刀*难度可想而知$

制定多高的车补才是适当的!显然有
个科学测算和公平透明的问题$

!贱卖"之疑#公车
拍卖均价不到

6

万元$

根据温州车改办法!除省管干部
用车及执法 %执勤车外 !温州将拍卖
所有公务车$

"

月
#&

日!首批
#$/

辆
公车顺利拍卖成交 $ 成交价总计
$%/!,&.

万元$ 其中!成交价最低的仅
/%%%

元!最高的
$0

万元!平均每辆成
交价

&,"0

万元$

上亿元公车处置拍卖收入为公
车消费)明显减负*$ 然而!也有人提
出这次拍卖!是否有变相贱卖公车之
嫌 . 温州车改办处置组组长黄晖介
绍!外界质疑起拍价定得太低 !导致
国有资产流失之嫌!这可以理解$ 其
实!为了卖个好价钱 !我们也想了不
少办法 !将起拍价定得较低 !为的是
营造人气!吸引更多的人参加拍卖$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为了确保
公平!温州市找的车辆评估机构是有
资质的专业单位!执行拍卖的拍卖公
司非车改办指定!而是通过招投标确
定! 所有拍卖的车辆事先公开展示!

人人皆可报名参加拍卖!而非专门针
对公务员$

陈波介绍 !到目前为止 !两次拍
卖的

&#%

辆公车中 ! 平均车龄达
!

年!

$%

年以内的占
'$-

! 平均行驶的
里程达

$!

万公里$ 车型主要是雅阁%

桑塔纳%帕萨特%别克君越等!这些车
子大都面临淘汰更新 !)有这样超过
预期的拍卖结果!我们感到满意$ *

)关键是改革方案制定要公开透
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认
为!如何让我们相信公车拍卖不是在
公车贱卖. 相关的制度设计和程序问
题!需要改革者精密安排%统筹设计%

公开透明!像公车拍卖所得的去向和
用途!是广大百姓关心的 !应该有本
明明白白的账$ 公车改革!既不是作

秀!也不是贱卖 !而是实实在在的良
性改革$

!效率"之问#!一卖
了之" 会否影响正常公
务$

车改在继续!质疑仍发酵$ 其中
一大问题就是!温州车改最大的特点
就是 )关上后门 *!不论官大官小 !一
律取消市管干部公车$ 对改革进程而
言无疑是一剂猛药!但会否因为车改
)用力过猛*而影响行政效率.

温州车改方案制定中!特别提出
了 )近程货币化 !远程市场化 *的原
则!就是近程交通通过货币化补贴来
解决!远程的公务活动通过市场化租
车形式来解决$ 然而!)远程市场化*

这一)看上去很美*的制度化安排!是
否真的行之有效.

记者了解到! 在公车改革中!根
据)远程用车市场化租车*的思路!温
州市决定在国有市交通运输集团新
组建一家国有)温州市公务用车服务

有限公司*! 由该公司专门负责为公
务人员提供远程租车服务和市内重
要公务 %大型活动 %应急突发事件处
置等用车服务$

从制度设计上来说!可以弥补公
车改革后 ! 正常公务活动的用车需
要!但这家公司是否涉嫌 )垄断 *!也
有公众质疑$

据调查!该公司的车源主要来自
公车改革处置下来的好车!它由政府
按市场评估价直接卖给公司!不进入
市场拍卖$ 陈波解释!当前的考虑主
要是国有企业不单纯以盈利为目的!

在应急公务%安全行车%保密纪律%工
作考核等方面)抓得住*$ )下一步公
务用车服务会走市场化的路子!不排
除搞多家企业参与充分竞争$ *

专家指出!温州车改的思路具有
一定突破性 !随着改革深化 !还应寻
求治本措施!根治)车轮腐败*$ 地方
车改要及时根据各方的监督意见和
建议!对方案%细则进行动态调整!在
考虑地方经济差异的背景下制定好
的制度$

(

据新华社杭州
.

月
/

日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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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公务接待规定!史上最细"

据新华社杭州
.

月
8

日电

)不得食用野生黄鱼 % 鲍鱼 % 鱼
翅 % 辽参及其他高档菜肴 ! 不
得提供茅台 % 五粮液等高档酒 %

各类进口酒以及高档香烟 $ * 当
国家有关部门还在纠结何时出台
文件禁止公务接待食用鱼翅时 !

浙江省温州市这个一直冲在改革
前列的城市已率先迈出了实质性
一步 $

温州市委市政府近日出台的
这份/落实公务接待)三严四禁*规
定实施细则+内容远不止禁止公务
接待奢侈吃喝!还包括禁止同城接
待%禁止午餐饮酒 (接待实行工作
餐制度!每人每餐不超过

"%

元(用

餐需刷卡消费 !一次一结算 !不得
签单%赊账 (每月各单位还需报告
公款接待情况等$

这份细则!甚至对陪同就餐人
数也做了严格规定 ,)陪餐人员不
超过就餐人数!不得安排与接待对
象公务活动无关的部门和人员陪
同!不得搞层层陪同$ *由于对多方
面做出了细致规定!这份文件被不
少网民称为)史上最细公务接待规
定*$

)要是早点能出台这样的规定
就好了$ *温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
的官员表示!他一直为吃饭应酬所
累!身体也遭受了损伤 !因此对这
个规定十分赞同$

!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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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邀请瑞士专家验尸
据新华社拉姆安拉

.

月
/

日

电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

日向
瑞士放射物理学研究所发出邀请!

要求其派代表团前来为已故领导
人阿拉法特验尸$

瑞士放射物理学研究所在阿
拉法特生前衣物中发现剧毒元素$

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
卡特

!

日对新华社记者说!巴民族
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正式邀请瑞
士放射物理学研究所派遣专家代
表团来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

为提取化验样本做准备$

埃雷卡特说!在征得阿拉法特
亲人同意后!巴方坚持对阿拉法特
遗体进行检查!以查明其是否遭人
投毒暗杀$

阿拉法特
#%%&

年离世后 !他
的死因一直被外界质疑$ 半岛电视
台近日播放的一部纪录片称!阿拉
法特生前的衣物经瑞士放射物理
学研究所检验!含有罕见的高放射
性物质钋!由此怀疑阿拉法特系中
毒身亡$ 巴民族权力机构随即同意
为阿拉法特开棺验尸!以探查其真
正死因$

日驻韩大使馆遭卡车冲撞
QRSTUV;WX

据中新社电 一辆卡车
!

日
冲撞日本驻韩大使馆正门玄关处!

玄关部分毁损$ 韩国警方已逮捕了
驾驶卡车的一名男子$

报道称!该男子此举的目的可

能是就日韩领土争议岛屿及战后
赔偿问题向日方表示抗议$

日本驻韩大使馆就未能防止
此事发生向韩国外交部表示抗议$

韩外交部表示将核实此事$

俄全国哀悼洪灾和车祸遇难者

不得超编制%超标

准配备公车&不得为公

车增加高档配置或者

豪华内饰'

政府各部门应对出访事

由 %内容 %必要性和日程安排

进行审查(不得安排无实质内

容的一般性考察和培训) 减少

因公出国*境+团组,人员数量

和在国*境+外停留时间)

政府集中采购货物

和服务的价格应当低于

同类货物和服务的市场

平均价格)

县级以上政府

应定期公布 !三公"

经费的预算% 决算%

绩效考评情况)

政府采购

因公出国

公车消费

公告

新华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