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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越高、位置越重要、权力越大，管理规定越严

上海：领导干部亲属不得经商办企业
规定明确“一方退出”机制，“可执行、可操作、可检查、可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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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5月4日电（记
者姜微、杨金志）中共上海市委4日
公布并实施《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
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
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体现

“级别越高、位置越重要、权力越
大，管理规定要越严”的原则，着力
于制度的“可执行、可操作、可检
查、可问责”。

据规定，上海市级领导干部的
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其子女及其
配偶不得在本市经商办企业。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秘书
长、副秘书长，市纪委、市委各部门正
局职，市政府工作部门正职，区县党
政正职，依法受权行使行政权力的事
业单位市管正职等岗位领导干部的
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其子女及其配
偶不得在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或者
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不得在本市
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
商办企业活动。

上海市高级法院及中级法院、上
海海事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市
检察院及检察分院，市公安局领导班
子成员的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其子
女及其配偶不得在领导干部管辖的
地区或者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不
得在本市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
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上海国有企业中的市管正职
领导人员的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
市管正职领导人员的子女及其配
偶和市管副职领导人员的配偶、子
女及其配偶不得在领导人员任职
企业及关联企业的业务范围内经
商办企业，不得在本市从事可能与
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

活动。
此外，其他领导干部的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领导干部管
辖的地区或者业务范围内经商办
企业，不得在本市从事可能与公共
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规定还要求，领导干部应当按
照要求，将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
商办企业情况向组织作专项报
告，填写《市管领导干部配偶、子
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表》，
并附企业年度报告等相关材料。
同时，应当在领导班子民主生活
会上，将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
办企业情况进行明示。

上海市委组织部、市纪委机
关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填报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有经商办企业情况
的领导干部进行专项核实，对填
报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无经商办
企业情况的领导干部按照每年
20％的比例进行抽查。重点核
查是否存在漏报、瞒报情况。
对干部群众举报的有关线索，
由市委组织部、市纪委机关依
纪依法进行核查。

规定明确了“一方退出”
机制，也就是说，对于有违规
定所列情形的领导干部，由
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主动
退出所从事的经商办企业活
动，或者由领导干部本人辞
去现任职务。

此外，对不如实报告或
者未及时纠正的，按照有关
规定给予领导干部组织处
理或者纪律处分。涉嫌违
法的，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今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
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
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会议
指出，对上海进行这项工作试点，
中央有关部门要给予支持，跟踪进
展，总结经验，在试点基础上扩大

试点、逐步全面推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从抓八项

规定具体实施入手，全面强化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上海在全国率先制
订、实施相关规定，是贯彻中央全面
从严治党战略，落实党要管党、从严
治党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加强反腐
倡廉建设、回应百姓关切的迫切之

需。作为贯彻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战
略的一个实际步骤，作为贯彻中央
规定抓落实、见实效的一个实际行
动，上海为何在全国率先制订并实
施规定？规定的拟订如何确保可执
行、可操作，又有哪些特点？新出
台的规定如何确保有效管用？日
前，上海市委副书记应勇，上海市
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姜平一
一作了解读。

在试点基础上扩大试点、逐步全面推开

应勇在接受专访时坦言，当
前以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为
特征的“一家两制”、官商一体已
经实际存在，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这种所谓的“黄金搭档”很容易导
致官商勾结、钱权交易、不当利益
输送。

在此基础上，上海市委认为，重
要干部要重点管理。领导干部级别
越高、位置越重要、权力越大，管理
越要严格。从规定内容看，对省部级

领导干部要求严于正局职领导干部；
对正局职领导干部要求严于副局职
领导干部；对公权力比较集中的市公
检法领导班子成员要求严于其他单
位领导干部。

对于政法系统的领导干部而言，
更是有“双重”规定的约束。姜平告
诉记者，根据规定，上海市公检法领
导班子成员，其配偶不得经商办企
业，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领导干部
管辖的地区或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

业，不得在上海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
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此外，4月23日颁布实施的《上
海法官、检察官从严管理六条规定》
还明确，各级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
成员配偶、子女在上海从事律师、司
法审计、司法拍卖职业的，应当实
行“一方退出”。

“六条规定和《关于进一步规范
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期配偶
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是
一个系统工程，都体现了从严治
党、从严管理的精神。”姜平说。

抓“关键少数”：权力越大，管理越严

细节决定成败，制度不能“牛
栏关猫”。为了确保制度有效管
用，上海在规定的可执行、可操作
上下了很多“细功夫”：

一是把经商办企业与一般从
业行为区别开来。什么是“经商办
企业”？指的是注册个体工商户、
个人独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投资
非上市公司、企业，在国（境）外注册
公司后回国（境）从事经营活动等情
况；领导干部配偶受聘担任私营经

济组织的高级职务，在外商独资企业
或者中外合资企业担任由外方委派、
聘任的高级职务等情况。至于在私
营经济组织或外商投资企业中没有
投资行为、不担任高级职务的，则属
于一般从业行为。

二是明确了予以规范的领导干
部范围，指的是上海本市党、人大、政
府、政协、审判、检察机关中局级副职
以上的干部；本市人民团体、依法受
权行使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中相当

于局级副职以上的干部；本市国有
企业中的市管领导人员。

三是对领导干部的配偶，与
子女及其配偶的严格管理有所区
别。根据规定，对于省部级、正
局职领导干部和市公检法领导
班子成员，对其配偶比对其子女
及其配偶的要求更严。

下一步，上海还将对“受聘
担任的高级职务”“管辖的地
区和业务范围”“关联企业”

“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等概
念作进一步的细化和界定。

可执行、可操作，杜绝“牛栏关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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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万亿元境外国有资产存在大量监管空白

“两桶油”成境外国资监管问题重灾区
中纪委网站4月30日公布了一批央企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其中对中国石化、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中国海运等企业的通报中都涉及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管问题。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一边是境外国有资产规模与收入利润总量持续上升，仅110多家中央企业纯境外单位资产总额已超过4万亿元；一边却是巨额国资基本
上没有进行审计，存在大量监管空白。

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2014年底，绝大部分中央企业都在
境外（含港澳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这
些机构遍布在世界150余个国家或地
区。仅在中央企业纯境外单位中，资产
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已分别达到
4.68万亿元、4.49万亿元和1200亿元。

除了110多家央企在境外的巨额
资产，地方国企境外资产也规模庞大。

除此之外，由于境外巨大的存款
及受托资产规模以及经营网点拥有大
量固定资产，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境
外资产规模也很大。4月份披露的多
家国有商业银行2014年年报显示，中
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境外、海外资

产均超过万亿元大关。
数万亿元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管情

况如何？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
协委员、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表
示，审计署对中央企业越来越大的境
外投资基本上没有进行审计，存在着

大量空白点。
近期，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海外资产

运营中频频曝出问题：在中石油系统，多
位负责过海外业务的高管被查，而中石
化在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中表示，在海
外经营资源配置管理当中，一些油气项

目收购程序不够规范，尽职调查不到位，
有的实际运行效果和预期差距较大；资
产投资回报率较低，有的多年没有产出。

除了“两桶油”成为境外国资监管
问题重灾区，此前中航油在境外违规
从事衍生品交易巨亏造成数亿美元国
资损失、中铁建在沙特项目因风险管
理和内控缺失巨亏40多亿元等事件
引发关注。

中航油、中铁建巨亏引关注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国资监管
部门和央企国企总部对境外国有资产
监管大多依靠“自己管自己”的内审机
制，一些监管空白点的背后，境外国资
经营中存在诸多乱象：

——利益输送导致国有资产流
失。记者了解到，在国内被频频曝光的
国企利益输送问题，在境外资产领域也
因项目数额大、监管难度高而长期存
在。在巡视中，中石化被反馈的问题就

包括“经营管理人员利用掌握的资源和
平台，在海外经营中搞利益输送和交
换”。而此前王雪冰、张恩照等落马国
有大行负责人，也曾在国外通过受贿等
方式将国家利益变成个人利益。

记者了解到，不法分子通常通过
与承包商勾结高价招标攫取利益、在

经营销售等环节与其他人结成利益同
盟、在子女留学或就业等方面接受供
应商好处、收受客户所送礼品或被安
排外出旅游等形式，进行利益输送。

——参与海外腐败行为，国企上
行贿“黑名单”。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
合作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

志乐近期在“强化企业合规，推进依法
治企”研讨会上透露，有12家中国企
业上了世界银行的“黑名单”。列入

“黑名单”的企业因涉嫌欺诈和贿赂，
将在一定时期内被禁止承接世界银行
资助的项目。记者看到，这份“黑名
单”中包括大庆油田路桥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等多家国企。

——境 外代理衍生敛财“ 猫
腻”。目前，不少中国企业在境外经
营中都需要通过当地代理渠道采购、
销售，这些境外代理存在诸多因垄断
关系而带来的腐败。这种情况被一
些国企的海外机构工作人员所利用，
进行个人牟利。

有的国企竟上海外行贿“黑名单”

国务院国资委从2011年开始陆
续出台多个文件构建境外资产监管体
系。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国企子公
司注册在巴拿马，股东注册在香港，经
营的工程在澳洲，这令监管部门对企
业股权财务关系的实时监测很难实
现。”张晖明说。

除了监管成本大、难度高，企业境
外管理的“自查自纠”模式也令监管效
果难以真正落实。如中石化在整改情

况通报中公布，开展自查自纠清退的
违规支出仅有224万元，这与其600
多亿元的海外非流动资产相比微不足
道；而中国海运也仅在整改情况通报
中“老调重弹”，表示将强化境外审计
监督，提升审计权威性，但并未出台令
人信服的新举措。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
长李锦指出，在缺失第三方审计的情
况下，央企的自查自审容易演变为内
部人控制，这是造成海外国有资产流
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此，今年4月，国资委宣布将由
7家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按招标委

托，执行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
2015年度集中重点检查项目和境外
国有资产检查项目。

多位专家建议，国家审计署、纪委
监察部门应准许对境外国资进行专项
审计和专项巡视。这不仅将彻查“糊
涂账”，还将对国资境外经营中的一些

不合规甚至违法行为进行极大约束。
祝善波认为，防止国企境外资产

流失，最根本的还是通过混合所有制
等手段，推动国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套制度如果有
了，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等能够明
确分工、互相制衡。

记者杨毅沉、杜放、何欣荣
（据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题）

央企自查自审易演变为内部人控制

新华社贵阳5月4日专电（记者胡星）4月
19日，贵州省纳雍县16周岁少女肖某与纳雍县
城乡规划局5名职工聚餐，肖某因饮酒过量非正
常死亡。记者4日从纳雍县委宣传部获悉，目前
肖某家属已与涉事人员达成民事调解协议，涉事
的公职人员受到处理。

据通报，4月19日，纳雍县城乡规划局工作
人员李某、刘某、方某、陈某、方某某，相约肖某、杨
某（女）在纳雍县居仁街道一餐馆聚餐。席间肖某
饮酒过量，杨某、李某等将其背到一洗浴场所休
息。此后肖某呕吐严重，刘某拨打“120”急救电
话求助。肖某经医护人员抢救无效死亡。

事件发生后，经公安机关尸检鉴定，肖某系饮
酒过量导致乙醇中毒死亡，死前未受其他侵害。
目前，肖某家属已与涉事人员达成民事调解协议，
纳雍县政府部门已对涉事的纳雍县城乡规划局职
工李某、刘某分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方某、陈某
和方某某给予停职待岗处理。

贵州女子饮酒过量死亡后续：

涉事公职人员受处理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记者熊琳）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检察院4日对“大屯路隧道飙车案”两
名被告以涉嫌危险驾驶罪提起公诉。朝阳区人民
法院同日受理此案。

2015年4月11日晚，在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
隧道内，于某（男，20岁，吉林省长春市人，无业）
驾驶红色“法拉利”牌小客车、唐某（男，21岁，北
京市人，无业）驾驶绿色“兰博基尼”牌小客车，由
东向西行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车辆与隧道墙
壁和道路护栏发生碰撞，两车严重损坏。

经公安部门进一步调查取证，于某、唐某存在
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行为，在隧道内行驶的瞬间
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160公里。4月13日，二人
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危险驾驶罪依法刑事拘留。

“大屯路隧道飙车案”追踪

北京检方
对两被告提起公诉

新华社香港5月4日电 已故香港“针织大
王”罗定邦孙女罗君儿被绑架案有突破性进展。
香港新任警务处处长卢伟聪4日在会见传媒时表
示，一名涉案疑犯3日晚11时左右在罗湖检查站
被拘捕。这名郑姓男子被捕时没有乔装打扮，身
上也没有携带赎金。

警方消息称，该疑犯是警方早前发布两张有
照片疑犯中的一名姓郑的男子。

4月25日，6名男子闯入已故香港“针织大
王”罗定邦孙女罗君儿在西贡的别墅，抢走约值
200万港元财物后，再将受害人绑架，向其家人索
要2800万港元赎金，并在收到赎金后释放了受害
人。香港警方此后展开大规模搜捕。

香港天价绑架案
一疑犯落网

5月4日，西藏吉隆县吉隆镇完小1至3年级
的学生与边检站女战士互动游戏。

当日，西藏自治区边防总队吉隆边防检查站
心理辅导师为边检站旁的西藏吉隆县吉隆镇完小
1至3年级学生进行震后心理疏导。这是吉隆边
检站官兵为灾区学生举办的第一堂心理疏导课，
计划每周举行一次，每节课40分钟，以游戏形式
进行。 新华社记者 刘东君 摄

西藏震区
震后心理疏导

对于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
业问题，中央早有规定。《中国共产
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
则》、中央纪委《关于“不准在领导干
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
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
活动”的解释》《关于省、地两级党委、

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
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试行）》和《关
于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制定的司
（局）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
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适用于地方
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通知》等，
都作出了相关规定。

“上海的规定不是‘另起炉灶’，
是与中央有关规定、国家法律基本
要求相一致的，是将已有的规定抓
落实到位。”应勇说，上海的这个规
定一方面是坚持和重申中央有关
规定，同时结合上海的实际进一步
加以细化和完善，通过严格规范、
严格要求、严格实施，切实抓好中
央有关要求在上海的落实落地。

堵住“蚁穴”，重在落实到位

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必须有
相应的督查问责机制。

在今后的干部工作中，上海将
实行“职位限入”和“提拔限制”。也

就是说，对拟提拔任用的领导干部，
如果不符合规定，不列为市管干部
考察对象和拟任人选。

记者了解到，规定公布实施后，

上海将组织领导干部进行专项申
报，逐个核实甄别，区分不同情况，
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调整处理。今
后，上海将实行常态管理，探索形
成长效机制。 记者姜微、杨金志

（据新华社上海5月4日电）

实行“职位限入”和“提拔限制”

5月4日，消费者在澳洲跨境电商体验馆体
验商品。

近日，河南省首家澳洲跨境电商体验馆落户
郑州，消费者通过线下体验店可以了解到商品实
物信息，并且通过扫描商品标签上的二维码直接
下单订购商品。据体验馆负责人介绍，设立体验
馆主要是为了方便顾客到店直观了解商品，解决
消费者对于线上“海淘”时看不到实物的顾虑。

新华社发（王益亮 摄）

澳洲跨境电商体验馆
落户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