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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是做人的优点。可是，
如果拿着国家的钱做人情，这个“大方”就应打

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根据审计报告，一些央企动辄给地方和企业提供优惠和

捐赠，非常大方：华能集团及部分所属企业在未上报国资委备案或
同意的情况下，向地方政府庆祝活动、移民工程奶牛养殖项目等累计

捐赠6000多万元；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下属的一家公司，违规向高耗能企

业低价供电，使其获得电费的优惠就超过3000万元；中国烟草总公司所属6家
企业向有关政府部门和非公益单位捐赠2300万元。

还有个别央企则随意借钱给地方政府，以及低价转让国有资产。中国
国电集团所属国电燃料公司未经审批，擅自将2亿多元借给地方政府的
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华能集团甘肃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未经评估就将
两年前收购的煤矿探矿权，按照收购时的原价转让给其与另一

家公司合资成立的公司。
地方有困难，可以帮忙，但未经允许就随意使用
国有资产，却背离了社会的期望。

“出手阔绰”几时休？

那些审计报告中披露的资产侵吞
和违规牟利行为，无疑令人扼腕。
——两年时间，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所属大唐国际燃

料公司通过签发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套取信贷资
金7.85亿元。
——3年时间，中储粮总公司5家分公司部分直属库违反国家规定，

通过出售给关联企业再回购的方式，将存储在本库的50多万吨临时储备粮
和最低收购价粮转为中央储备粮或用于对外销售，从中获利1702.58万元。审
计署在审计中发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西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吴唯宁违规干预，帮

助福建新大陆软件工程有限公司中标通信采购相关业务，并接受对方为其支付购房
款等，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吴唯宁及其妻王永红有期徒
刑11年、5年。

长期以来，央企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只有励精图治奋发
创新，才能真正履行自己的职责；只有真正承担起赋予“长子”的责

任，才能赢得社会的信任。
记者 白靖利 周畅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侵吞黑洞”如何堵？

难以弥合的“伤疤”
——高剖宫产率埋下生二胎隐患的调查

国家卫生计生委10日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我国除西藏、新疆外的29个省（区、市）已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截
至5月31日，已有27.16万对单独夫妻提出再生育申请，24.13万对获得批准。然而，新华社记者近日在北京、上海、深圳、合
肥等地采访发现，由于不少母亲头胎选择的是剖宫产，一些女性虽符合生育政策，却已不具备生育条件。我国的剖宫产率
世界“领先”，高达50％左右。这个多年来一直未被公众重视的数字，终于在生育两孩的时刻开始给我们颜色看了。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主任委
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郎景和10日指
出，剖宫产造成的问题随“单独两
孩”政策的实行日益凸显。“滥用剖
宫产不仅损害健康，再次怀孕时还
容易发生危及孕妇生命的瘢痕妊
娠。”这时候，子宫已不再是孩子温
暖安全的摇篮。

36岁的陈女士怀上了二胎，刚刚
“有喜”3个月就出现了流产先兆。她
急忙到安徽省妇幼保健院检查。医生
告诉她，由于头胎剖宫产埋下的子宫
隐患，这个孩子肯定保不住了。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产二科副主任
郭宇雯说，陈女士属于“瘢痕妊娠”，以
及“前置胎盘”和“胎盘植入”。上次剖
宫产造成的子宫瘢痕处，无法给孕卵
提供足够的营养，于是胎盘就像寻找
水源的树根一样伸展，结果穿透了膀
胱，导致严重的大出血。不仅孩子不
能留，而且大人性命堪忧。

“这个手术除了要拿掉胎儿，还要
修补被穿透的膀胱，异常危险。”郭宇
雯说，“患者出血量达到极限，几乎用
掉了我院一个月的血源储备。”

接受采访的产科医生普遍认为，
如果严格遵循剖宫产的医学要求，我
国本该有更多育龄妇女可以享受两个
孩子的幸福，而不会因受伤的子宫带
来终身遗憾。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各国剖宫产
率应控制在15％以下，而中国2010
年剖宫产率高达46.2％，且11.7％的
剖宫产没有明确的手术指征。今年4
月举行的我国首届降低剖宫产率专题
技术强化培训班公布的数据显示，我
国非医学指征剖宫产高达24.6％。

人生遗憾

盲目剖宫
葬送“二孩”幸福

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后，国家卫生
计生委预计全国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为
200万。记者在各地调查了解到，在再
生育妈妈中，有剖宫产史的占四成左右，
这些人生育二胎面临危险，需要各医疗
机构开展相应的指导。

浙江杭州的小丁今年29岁。“单独
二孩”实施后，她和丈夫决定再生一个孩
子。然而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她剖宫产
疤痕厚度仅3.2毫米，如果再怀孕，肚子
上的疤痕极有可能随着胎儿长大而拉伸
变薄，以至于被撑破。医生郑重建议：别
冒着生命危险生二胎了。

剖宫产造成的风险不止于此。郭宇
雯告诉记者，如果子宫伤口愈合不好，容
易发生大出血。即便是愈合好的子宫，
协调性也将远远不如完整的子宫，宫缩

也会相对乏力，再次妊娠极有可能发生
子宫破裂、产后出血、前置胎盘等问题。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赵扬玉
说，再次怀孕时，如果胚胎长在上次剖宫
产的子宫切口瘢痕处，就容易发生绒毛
与子宫肌层粘连、植入甚至子宫壁穿
透。继续妊娠或人工流产刮宫时，易引
发大出血、子宫穿孔等风险，甚至威胁生
命。

即便不再生育二胎，剖宫产本身带
来的伤害也不容忽视。郎景和2011年
在《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上发表学
术论文称，据国内资料报道，剖宫产产妇
的死亡率是阴道分娩的2倍以上，国外
文献甚至报告有7至10倍之高。除内
外科合并症外，与手术直接相关的死亡
占30％左右，边远地区更高。

医学警钟

剖宫产后生二胎危险系数增大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本是处理高危
妊娠和异常分娩手段的剖宫产，已经成
为不少人分娩之首选。

广州市妇产科研究所所长陈敦金分
析，剖宫产安全性提高使得手术广泛开展，
先进的诊断监测设备也增加了准妈妈的担
忧。高龄、胎儿超重等客观原因，以及产妇
不愿忍受痛苦、希望“保持身材”、选择“良辰
吉日”等观念，都导致剖宫产率居高不下。

一些医院的利益驱动也不容忽视。
“其实，剖腹产对医生来说，既赚钱又省
事，更利于医院创收。接生费178元，好
像很多年没调价了；而剖宫产的收入可
超过千元，麻醉要收费、手术要收费、缝
合的线也要收费……”赵扬玉分析说。

剖宫率畸高，还折射出医患关系紧
张的现状。不久前，北医三院一名孕妇
临产。家属要求必须实行剖宫产，而医
生判断认为，孕妇骨盆、胎儿大小、胎心
等条件都非常适合自然分娩。

出于为母婴双方健康负责，医生拒绝
了家属的要求。家属遂打“110”报警，并
呵斥医生：“你们为了降低剖宫产率，竟敢
草菅人命？！”就在争执中，这名孕妇已经
在医院产房自然分娩，顺利产子。

赵扬玉说：“当医生是个良心活儿，
怎么对孕产妇有利就该怎么去做。”

为推进孕产妇自然分娩，各地卫生
计生部门建议相关医疗机构积极开展家
属陪伴分娩、硬膜外麻醉无痛分娩等人
性化服务。加强对助产机构的准入和监
督管理，严格掌握剖宫产医学指征，将剖
宫产手术管理作为医疗质量管理的重要
内容纳入目标管理考核。同时，面向社
会公众，积极宣传自然分娩的好处，营造
促进自然分娩的社会氛围。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社会反思

还要为高剖宫产率
付出多少代价？

尽管“高收入、高福利”的传闻从未
间断，但审计报告揭露的诸多事实无疑还是让不

少公众吃了一惊。
5年时间，投资近6亿元，租地1640亩，违规建设高尔夫

球场及配套设施——中冶集团所属一家公司用事实展现了一种优
越的生活。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这家企业的一些下属单位在一年多时

间就套取8000多万元，主要用于发放职工工资性津贴及奖金。
这样的事情绝非孤例。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所属5家单位，以会务费、物业费等名义在成本费用中列

支3000多万元，实际用于购买购物卡发放给职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所属
两家单位，以奖金、集体福利等名义向职工或相关人员发放3000多万元利润；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所属24家单位，通过应付福利费科目为职工购买商业保险3.96亿元。

审计报告还透露，华润集团制定的下属企业公务用车标准超标。2012
年，70家下属企业就超标购买5座及以下汽车90辆，平均单价约52万
元，最高单价超过200万元！

违规高尔夫球场、高额福利、超标公车，解决这些问题，除
了加强外部的审计监督，更为重要的，央企要从内心深处

真正认清自身的角色和责任。

“优越生活”本该有？

认真盘点近
年来审计署的相
关审计报告，集
中梳理一些央企
被 曝 光 的 那 些

“败家”行为，无
疑能折射出诸多
深刻的警醒。

十八届三中
全会明确指出，
经济体制改革是
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点。作为“共
和国长子”，央企
在改革中更是责
无旁贷。如何让
央企在这场改革
中除弊布新，焕
发出生机活力，
焕发出更加积极
的面貌，既是改
革所趋、人心所
向，也是改革发
展的希望。

数字如镜，照出多少警醒——

审计揪出央企“败家”事

社会
透视

A

B
D

据新华社武汉7月10日专电（记者梁建强）近
日，网传长江大学拟开除20余名作弊学生，引发众
多网友关注。长江大学10日回应称，这是按照学
校相关管理规定作出的决定，旨在严肃考风考纪。

网帖中指出，长江大学针对期末考试发布了
多份通报，对20余名利用手机作弊、请人替考的
学生作出开除学籍处理。通报中，对违纪学生学
院、班级、学号和姓名进行了公布。另有4名教师
因监考时玩手机或者迟到等原因被通报。

记者10日登录长江大学教务处页面看到，从
6月25日至7月8日，长江大学发布了8份“期末
考试情况通报”。其中，校方拟对23名学生作出
开除学籍处分，并对13名学生作出留校察看处
理，成绩记为作弊无效；另有6名教师因监考迟到
或监考时玩手机，被校方分别按二级及三级教学
事故处理。

网传长江大学开除20余名作弊学生

校方回应系依规处罚

中国民用航空局10日发布数据，截
至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共完成运输飞行
363.4万小时、160.4万架次，同比分别
增长10.3％和9.4％。其中旅客运输量
1.86亿人次，同比增长10.7％；货邮运输
量278.8万吨，同比增长6％。

上半年我国航空旅客
运输量达1.86亿人次

海关总署10日发布数据，2014年上
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12.4万亿元，比去
年同期下降0.9％。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
总值同比下降0.9％

截至6月底，今年全国保障性安居工
程已开工530万套，基本建成280万套，
分别达到年度目标任务的76％和58％，
完成投资7200亿元。

上半年全国保障房
已开工530万套

1.86亿

0.9％

530万

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
2013 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77本，超五成的成年国民认为自己的
阅读数量较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
多的人仅占1.2％。 （据新华社电）

去年人均阅读
纸质书不足5本

5本

新华社成都7月10日电（记者叶建平）四川
省纪委10日通报，成都市政协副主席付毅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成都市政协副主席
付毅被调查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卢国强）北京警
方10日证实，郭美美因参与赌球活动被警方抓获。

警方证实，7月9日，北京警方经过缜密侦查，
在掌握大量证据后，查获一个在世界杯期间组织
赌球的犯罪团伙，抓获团伙成员8名。

据调查，这个犯罪团伙在境外赌博网站开户，
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下注进行赌球违法犯罪活
动，郭美美系参赌人员。

警方介绍，郭美美承认参与赌博的违法事实，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北京警方证实

郭美美参与赌球被抓

求证网闻

视点新华

看中国数字

7月10日，几个村民在香格里拉县上江乡格
兰村泥石流灾害现场。

当日凌晨，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上江乡格兰村、
士旺村受持续降雨影响，发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
害。截至目前已造成2人失踪，3人受伤，数十栋
房屋被淹没。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香格里拉县发生泥石流
2人失踪3人受伤

新华社深圳7月10日电（记者毛思倩）近日，深
圳警方对向警方提供线索、协助抓获新疆警方通缉
的涉恐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市民郑某某发放了奖
金。这是深圳首宗因举报涉恐线索而获奖的案例。

据深圳警方介绍，嫌疑人于6月下旬潜逃至深
圳，当晚即经市民郑某某举报被警方抓获。根据
《深圳市公安局关于对举报涉恐线索实施重奖的通
告》相关规定，深圳警方对该市民进行了奖励。

6月16日，深圳警方面向全市发布了《深圳
市公安局关于对举报涉恐线索实施重奖的通告》，
明确市民举报涉恐线索的方式、奖励标准、奖金领
取、举报人权利义务等相关内容，该通告不但明确
了从2000元至50万元不等的奖励标准和具体情
形，还首次提出对于举报人提供的涉恐线索发挥
特别重大作用、贡献特别突出的，奖励金额不设上
限，以此鼓励广大市民群众积极举报各类涉恐违
法犯罪线索。

深圳警方还表示，公安机关将保障举报人安
全，对举报人的信息严格保密，未经举报人同意，
不得披露举报人信息。举报人举报的内容应真
实可靠，凡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或借举报之
名实施诬告陷害他人行为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新疆涉恐在逃嫌疑人深圳被抓

举报人获重奖

据新华社长沙7月10日专电（记者谭畅）湖
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10日通
报一起严重超速事件，一辆湖南株洲号牌的小车
以时速255公里“刷新”了湖南省高速公路超速违
法纪录。

目前，湖南高速交警醴潭大队民警已经电话
联系车主进行约谈，要求其前往交警部门接受处
罚教育，但车主暂未现身。交警表示，在相关驾驶
人接受处罚前，这辆小车将无法通过年检。

时速255公里

湖南一司机“刷新”
高速违法纪录

优越的地位，优厚的待遇，并
不能与优秀的业绩划等号。审计显示，不公开

招标、管理不当、缺乏论证等因素，使不少央企屡屡出现
亏损，国家资产频频遭受危险。
1999年至2011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所属吉化集团

公司未经批准向其控股公司出借资金，2012年 5月形成损失1.52亿
元；2006年 11月至2013年 7月，所属9家单位部分工程建设和物资采

购未按规定公开招标，涉及合同金额260.35亿元。2009年至2011年，中
船集团所属上海船厂船舶有限公司共接受订单39艘，由于缺乏充分论证，

导致船舶建造计划严重拖期。截至 2012 年底 36 艘船出现亏损金额共计
10.18亿元。

2010年，大唐国际在收购内蒙古宝利煤炭有限公司过程中，未认真审核
中介机构提供的评估报告等资料，多支付1.3亿元；大唐吉林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长山热电厂1号机组建成后才获核准，且由于未配套建设发电

送出工程造成资产闲置，增加财务费用约4.79亿元。
再大的基业也经不起无序的折腾，再小的失误也可能造
成重大的损害。不负重托，认真履职，尽心尽力，实

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始终是社会的衷
心期待。

“不当亏损”知多少？C

剖宫产会埋下许多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