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处退休官员力度不减

田学仁杨爱金
曾“潜伏”16年

据新华社深圳 6 月 8 日专电 （记者 赵瑞希
毛一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连续查
处贪腐的退休官员， 折射出反腐斗争前所未有的
决心和力度。 一系列“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行
动提振了群众反腐败的信心。

5 月 29 日，杭州市纪委宣布，已退休的杭州
市政府原副秘书长、 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党委书
记王光荣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5
月 2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称，67 岁的湖
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
前正接受组织调查；3 月 28 日， 广东省纪委有关
负责人证实，63 岁、 已退休两年的广东省茂名市
原政协主席冯立梅涉嫌严重违纪问题， 正在接受
组织调查……

仅 2013 年， 就有 3 名省部级退休或退居二
线官员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他们是：
64 岁的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郭永祥、59
岁的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63 岁的湖北省原政
协副主席陈柏槐。

公开资料显示，1947 年 10 月出生的田学仁
2008年从吉林省常务副省长的职位上退下，任吉林
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2012年 7月，因查出涉嫌利
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财，田学仁
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2013年 11月，田学仁被法
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从 1995 年至 2011 年，田学仁“边腐边升”
至副部级，腐败“潜伏”16年竟未被发现。无独有
偶，2012年落马的退休官员福州市原副市长杨爱
金也“潜伏”了长达 16年之久。

2014年 6月 9日 星期一A07 值班主任： 黄娟 主编： 史自勋 美编： 王凤龙综合中国新闻

■■■■■ ■■■■■ ■■■■■

不诚信，受害者也是制造者？
———从网络调查透视社会诚信现状

超过 88％的受访者曾因别人不诚信吃过亏， 同时， 又有 75％的受访者承认自己有过不诚信行为并感到愧
疚———一项最新网络调查显示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不诚信的受害者，也常常是不诚信的参与者甚至制造者。

诚信，一个备受关注的当代话题。 常有诚信故事令人感动，种种不诚信行为又让人气愤和疑惑。 近日，新华社
联合新浪、搜狐、网易开展的“中国社会诚信现状”网络调查引起广泛关注。

诚信过时了吗？ 不诚信原因何在？ 回归诚信从何做起？ 先后有 22100 多人通过填写问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湖南宜章公开
领导干部办公信息
内容甚至比“内部电话本”都要丰富

据新华社长沙 6 月 8 日专电 （记者陈文广）
在不少地方党政机关，都有一个“内部电话本”供
系统内部使用，基本上是“概不外传”。 记者近日
在湖南宜章县采访时却发现， 当地将全县领导干
部的办公信息向社会全部公开，内容甚至比“内
部电话本”都要丰富。

在这份《宜章县领导干部基本信息公开表》
中，记者看到，包括县委书记、县长等 1000 余名
领导干部的单位、姓名、职务、工作职责、办公地
点、联系（驻点）单位、办公电话、手机号码、单位
公务用车等信息全部列入，其内容较之于“内部
电话本”而言，新增了主要领导的手机电话号码、
办公地点和单位公务用车等内容。

宜章县作风办工作人员谢勋超介绍，为了确保
每名干部和百姓能够方便查阅，宜章县不仅将这份
“信息公开表” 通过当地政府门户网站和新闻网
站、电视台予以公开，还印了上万份的小册子和内
刊下发到全县所有县直部门单位、乡镇、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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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网消息 8 日 9 时 34 分， 黑龙江省安
达市一德克士快餐店发生可疑物爆炸案件，公安、
消防等部门迅速赶到现场，及时疏散群众，扑灭火
事。 现场 2名干警受伤，及时送往医院治疗，没有
群众受伤。

案件原因正在侦查中，疑为人为报复案件。
上午 9 时 30 分许，有人拨打报警电话，称黑

龙江安达市德克士内有一爆炸物将在 5分钟后爆
炸，接警后当地警方立即出动疏散人群，而后爆炸
物爆炸。 案件暂定为刑事案件。

黑龙江一快餐店爆炸
两干警受伤
疑为人为报复案件

6月 8日，消防人员在现场救火（手机拍摄）。

多数人对未来诚信度表示乐观
对未来社会诚信度有怎样的期待？多数人

表示乐观。 相信未来社会诚信度会 “不断改
善”的受访者有 39％，占比第一。 远高于认为
“一直退步”的 20％和认为“和现在差不多”
的 12％。

“所谓‘礼失求诸野’。 ”陆晓文认为，
“诚信社会建设的启动点就在于百姓对诚信
的呼声和要求。 ”

调查显示，多数人认为，提高社会诚信度

是一项综合工程，并非哪一种单一办法可以成
为捷径。超过 70％受访者给“政府带头提高公
信力， 打造诚信社会”“加大法律惩罚力度”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三项都打了勾，此
外，“增加对行善者的鼓励，让好人有好报”和
“加强对不诚信现象的社会舆论监督”两项的
得票率也较高。

网友 asdhtgh 留言，希望政府“以真心诚
意、公正公平、与时俱进、踏踏实实的实际行动

来服务于民，造福于民，取信于民！ ”
陆晓文认为， 政府是社会公正的支柱，是

整个社会诚信的支撑力量。政府应当顺应百姓
对诚信的期待，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减少摩擦，
加强润滑，做好服务，建立诚信的规则。

对于提升整体的社会信任， 杨宜音则强调
个体的力量：“诚信建设是一个社会工程。 社会
诚信是一个联系每个人自己和社会的机制，来
自整个社会的共识。社会诚信的破坏，每个人都
会遭殃；而社会诚信的良性运转，每个人都应当
积极参与。 ” 记者 何慧媛 张紫赟 周畅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8 日电）

超六成受访者仍崇尚诚信
“你是否曾经为自己的不诚信行为感到

过内疚？ ”面对这一问题，75％的受访者勾选
了“是”。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陆晓文分析，这样的
自省折射的是民众对社会诚信现状的反
思，反映出百姓对社会诚信的要求更高、更
迫切。

诚信在中国文化中应占怎样的地位？
78％的受访者认为 “非常重要”， 而认为

“诚信已经过时了” 的人仅有 6％。 同时，
65％的被访者认为诚信是 “良好道德的表
现，应继续弘扬”。

陆晓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讲 ‘仁义礼
智信’，晋商、徽商等也有很多讲信用的故事
流传至今，诚信在中国一直保持着非常重要的
社会伦理地位。 ”

网友“傲视飞龙”留言：“无论何时何地
坚持诚信都是难能可贵的。关键是社会环境让

老实人吃亏，而不讲诚信所付出代价几乎微乎
其微。 ”

本次调查显示，88％的受访者因为诚信吃
过亏， 但是当自身利益与诚信发生矛盾时，仍
有近五成（46％）的受访者表示“会坚持诚
信，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之一”，40％表示“看
情况，基本坚持原则”，仅 11％选择“优先考
虑个人利益”。

专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
的确立和大规模城镇化浪潮，迅速改变了中国
的社会结构。新的社会结构需要重建新的社会
信任，这种重建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

超五成人遭遇不诚信自认倒霉
在多数网民看来，目前不诚信现象较严重

的行业包括医药卫生、广告营销、房地产、食品
轻工业，分别有 71％、65％、60％、59％的人选
择了这四顶。 此外，电信服务业和金融保险等
行业的不诚信现象也比较常见。

专家认为，这与近年来过度医疗、虚假
广告、 房地产项目偷工减料、 食品安全问
题、 电信及金融诈骗等新闻的频繁发作密
切相关。

如果遭遇不诚信，会如何对待？ 88％的受

访者选择“今后注意小心防范”，占比第一；而
选择“自认倒霉”的也达到 53％。

相比之下，选择与不诚信行为对抗的人并
不多。 “到相关部门投诉、协商处理”的人有
35％，“借助媒体舆论谴责”的人有 25％。 而
愿意“诉诸法律”的只占 20％。

“为什么都不维权？ 因为维权成本太高
了，需要花时间去登记反映，问题是这些反映
最终能否得到认真查处？ ”上海企业信用管理
专业委员会主任柳正国分析，目前保障公众维

权的法律条款还不够完善，需完善不诚信行为
的处罚规定， 提升处罚力度，“让百姓看得见
‘维权’效果，才有信心和不诚信行为较真到
底。 ”

“不维权，等于是助纣为虐。 ”中国人
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认
为，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力度保障公众维权
利益；另一方面，面对不诚信行为，老百姓
也要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 如果都不愿意
花费时间和金钱去“较真”，那么假冒伪劣
行为、不诚信事件将愈发泛滥，直至全社会
诚信底线一降再降， 最终危害到的还是每
个小我的利益。

三大主因导致不诚信现象多发
“您是否因为坚持诚信吃过亏？ ”面对

这个问题， 选择 “有过” 的受访者高达
88.4％。

中国社会正在进入全面转型时期，社会诚
信面临多元冲击。 很多网民留言，批评假冒伪
劣、地沟油、学术造假等社会不诚信行为，认为
有些领域甚至存在较严重的信任危机。

调查中，受访网民认为，受诚信缺失影响
最大的是 “社会秩序和稳定”，84％的人选了
这一项。 而“社会风气”“国家声誉”“市场经

济发展”也会受到影响。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

心主任、 研究员杨宜音认为：“当社会信任被
破坏后，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行。 受骗经历的增
加会导致社会诚信链条的断裂，一方面社会焦
虑增加，人们处处谨防上当；另一方面，人们自
己也有可能放松自我约束，做出不遵守规范的
行为。 ”

不诚信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网民认为
归结为“社会风气不正”“失信成本太低”“社

会诚信管理体制不健全” 等三点， 分别有
82％、79％、71％的人选择这三项。 同时，63％
的人选了“利益诱惑”。

杨宜音主持的一项社会信任状况调查显
示，近年来我国城市公众社会信任水平经历了
一个曲折回升的过程，2011 年是 “不信任”，
2013年以来则上升到了“尚可信任”。

杨宜音认为：“社会信任呈现回升趋势的
原因，主要受到政府形象提升、公众使用新媒
体等方式对不诚信现象开展舆论监督、契约意
识增强等因素影响。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出台一系列整顿官员作风的规定和措施，
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

“981”钻井平台作业：

越南的挑衅和中国的立场
越南船只冲闯我方 1416艘次，并派“蛙人”等水下特工大量布障

新华社北京 6 月 8 日电 据外交部
网站消息，“981”钻井平台作业：越南的
挑衅和中国的立场

一、“981”钻井平台作业

2014 年 5 月 2 日， 中国企业所属
“981”钻井平台在中国西沙群岛毗连区内
开展钻探活动，旨在勘探油气资源。目前，第
一阶段工作已经完成，第二阶段工作已于 5
月 27日开始。 前后作业海域距离中国西沙
群岛中建岛和西沙群岛领海基线均 17海
里，距离越南大陆海岸约 133至 156海里。

10 年来，中国企业一直在有关海域
进行勘探活动， 包括地震勘探及井场调
查作业等。 此次“981”平台钻探作业是
勘探进程的例行延续， 完全在中国主权
和管辖权范围内。

二、越南的挑衅

中方作业开始后，越南方面即出动包
括武装船只在内的大批船只，非法强力干
扰中方作业，冲撞在现场执行护航安全保
卫任务的中国政府公务船，还向该海域派
出“蛙人”等水下特工，大量布放渔网、漂
浮物等障碍物。 截至 6月 7日 17时，越方
现场船只最多时达 63艘， 冲闯中方警戒
区及冲撞中方公务船累计达 1416艘次。

越方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中方的主
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严重危及中方人

员和“981”钻井平台的安全，严重违反
包括《联合国宪章》、1982 年《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1988 年 《制止危及海上航
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和《制止危及大
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在
内的相关国际法， 破坏了该海域的航行
自由与安全，有损于地区和平稳定。

在海上对中方企业正常作业进行非
法强力干扰的同时，越方还纵容其国内反
华游行示威。 5月中旬，数千越南不法分
子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在越企业进行
打砸抢烧， 残酷杀害 4名并打伤 300 多
名中国在越公民，并造成重大财产损失。

三、中方的反应

中国西沙群岛与越南大陆海岸之间
存在海域划界问题， 双方迄未在该海域
进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 双方均
有依据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
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 但无论
以何原则划界， 该海域都不可能成为越
南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对越方在海上的挑衅行动， 中方保
持了高度克制，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
派遣公务船到现场保障作业安全， 有效
地维护了海上生产作业秩序和航行安
全。 同时，5 月 2 日以来，中方在各个层
级与越方进行了 30 多次沟通，要求其停
止非法干扰活动。令人遗憾的是，越方的
非法干扰活动仍在继续。

四、西沙群岛是中国领土

（一）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
存在任何争议。

中国最早发现、最早开发经营、最早管
辖西沙群岛。 中国北宋（公元 960－1126
年）政府已把西沙群岛置于自己的管辖范
围内，并派水师赴该海域巡逻。1909年，中
国清政府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军视察西沙
群岛，并在永兴岛上升旗鸣炮，宣示主权。
1911年，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将西沙群岛及
其附近水域划归海南岛崖县管辖。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了
西沙群岛。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根据一
系列国际文件， 中国政府于 1946 年 11
月指派高级官员， 乘军舰赴西沙群岛举
行接收仪式，并立碑纪念，派兵驻守，一
度被外国非法侵占的西沙群岛重新置于
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

1959年，中国政府设立“西沙群岛、
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办事处”。 1974年 1
月，中国军民驱走了入侵西沙群岛珊瑚岛
和甘泉岛的南越西贡当局军队，捍卫了中
国的领土主权。 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和 1996年中
国政府公布的西沙群岛领海基点基线都
相继确认了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及领
海范围。2012年，中国政府在西沙群岛永
兴岛设立了三沙市的各类权力机关。

（二）1974 年以前，越南历届政府从

未对中国西沙群岛的主权提出过任何异
议，无论在其政府的声明、照会里，还是
在报刊、地图和教科书中，都正式承认西
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1956 年 6 月 15 日， 越南民主共和
国外交部副部长雍文谦接见中国驻越南
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志民，郑重表示：“根
据越南方面的资料，从历史上看，西沙群
岛和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领土。 ”越
南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黎禄进一步具体
介绍了越南方面的材料，指出：“从历史
上看，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早在宋朝时
就已经属于中国了。 ”

1958 年 9 月 4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
明， 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 12 海里，明
确指出：“这项规定适用于包括西沙群
岛……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
土”。 9月 6 日，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
《人民报》 在第一版全文刊登中国政府
领海声明。 9 月 14 日，越南政府总理范
文同照会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郑重
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认和赞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8 年 9 月 4
日关于领海决定的声明”，“越南民主共
和国政府尊重这项决定”。

1965年 5月 9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
政府就美国政府确定美军在越南的“作战
区域”问题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总统约
翰逊把整个越南和越南海岸以外宽约 100
海里的附近海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西
沙群岛的一部分领海规定为美国武装力

量的作战区域”，这是“对越南民主共和国
及其邻国安全的直接威胁”。

1972 年 5 月越南总理府测量和绘
图局印制的《世界地图集》，用中国名称
标注西沙群岛。 1974年越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的普通学校九年级《地理》教科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课中写道：“从
南沙、西沙各岛到海南岛、台湾岛、澎湖
列岛、舟山群岛，……这些岛呈弓形状，
构成了保卫中国大陆的一座‘长城’。 ”

越南政府现在违背自己所作的承
诺，对中国西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严重
违背“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

五、妥善处理事态

中国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推动地区
国家合作与发展的坚定力量，也是维护《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坚定力量。 中国最不
希望看到自己的周边出现任何动荡。

中国希望中越关系良好发展， 但是
不能放弃原则。 中越之间的沟通渠道是
通畅的。 中方规劝越方从维护两国关系
和南海和平稳定大局出发， 尊重中方的
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立即停止对中
方作业任何形式的干扰， 并撤走现场所
有船只和人员，缓和紧张局势，使海上尽
快恢复平静。 中方将继续努力同越方沟
通，争取妥善处理当前事态。

诚信行动

浙江仙居一农妇
10年自费义务照顾留守儿童

王雪娟（前中）、“东篱之家”志愿者与留守
儿童合影（5月 25日摄）。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下各镇路北村的王雪娟
关掉月收入过万的服装店，10 年来义务照看留守
儿童和孤儿；她挨个家访，家中就是孩子的第二课
堂；她对每个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和心情了如指掌，
用心弥补他们在成长中缺失的爱……

新华社记者 韩传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