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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消息，日前，国务院国资委纪委对国
家电网公司党组成员、总会计师李
汝革，国家电网公司产业发展部主
任徐鹏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参加
公款宴请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

经查，2013 年 10 月 21 日，李汝
革、徐鹏在上海调研，于当天中午参
加了上海电力公司的宴请，公款支
付费用22500元。经国务院国资委
党委批准，国务院国资委纪委、驻委
监察局决定，给予李汝革党内严重
警告、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徐鹏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建议国家电网公司
依纪依法给予徐鹏行政处分，责成
李汝革、徐鹏退赔相关宴请费用。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安徽省检
察院获悉，该院日前决定以涉嫌受
贿罪逮捕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副台
长赵红梅（副厅级）。经审查，赵红
梅利用职务之便，在广告业务、电
视剧和服装采购等方面为他人谋
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

近期，安徽广播电视台已有原
台长张苏洲、副台长赵红梅和电视
序列总编室原主任肖融、服务中心
原主任宋晓峰、办公室原副主任程
朝阳、广告中心原主任王茂盛６人
因涉嫌贪腐落马，贪腐行为涉及电
视剧采购、广告投放、工程建设、服
装采购、旅游业务承办等领域。安
徽电视台原副台长、广告中心主任
吴涛配合调查。

违法生育到底该“罚”多少？现
实执行中存在标准不统一的现象。
为杜绝计生领域乱收费、乱罚款现
象，3月23日，山东省卫计委将计划
生育收费、罚款和行政征收标准等
向社会集中公布。根据标准，不符
合二胎政策生二胎的，按所在地上
年度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
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基数的
三至四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对不符合规定生育第三个以
上子女的，按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上一年度统计公报公布的城镇居
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
民年人均纯收入为基数的六倍以
上十倍以下征收社会抚养费。当
事人年实际收入高于规定基数的，
根据情节轻重，按照其年实际收入
的六倍以上十倍以下征收社会抚
养费。 （据《齐鲁晚报》）

山东生二胎
最多罚年收入四倍

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副台长
赵红梅涉嫌受贿被捕

国家电网高管
一餐公款消费两万多

“家事”“家产”都要申报
根据2010年5月中办国办修订印发的《关于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我国的报
告主体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
位领导班子成员。据统计，2014年全国向组织报
告个人有关事项的领导干部达150万名。

按照要求，今年填写报告事项需要签“承诺”
书，确保所填内容已与家人进行了认真核对，承
诺所填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在报告内容方面，我国要求领导干部报告的
事项内容有14项之多，报告表要由报告人亲笔
填写。其中，涉及“家事”方面的有8项，主要包括
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等；涉
及“家产”方面的有6项，主要包括本人、配偶、共
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投资等情况。

据了解，这些事项中还包括很多子项和需
要选择的项目，要报告的内容可谓细之又细。
比如，房产信息要细化到具体地址和交易价
格，在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情况
一项中，关于房产来源，就需要写明是购买、继
承、接受赠与还是其他来源。在报告持有股票
的情况时，还需要填写股票名称及代码、持股
份额以及填报前一交易日股票总市值。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分析指出：“在中国‘小官
未见得小权’，县委书记只是正处级，但其掌握的
权力、控制的资源可不小。局长夫人说话可能会
被当作是局长本人说话，把申报内容规定到‘家
事’和‘家产’是十分必要的。”

“凡提必查”防止“带病提拔”
“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

难”，过去由于申报受理部门缺乏权威性，公众也缺
乏了解官员申报情况的途径，导致监督流于形式。

2014 年 1 月，中组部印发《领导干部个人
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试行）》，在全国
正式启动抽查核实工作，亮出了两把“利
剑”——随机抽查和重点抽查。随机抽查体现
普遍性，每年集中开展一次。重点抽查体现针
对性，对拟提拔的考察对象、拟列入后备干部
人选对象、群众举报反映的对象等进行核实。
同时突出抓好重点抽查，从2015年1月起实行
干部选拔任用“凡提必查”。

两把“利剑”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不仅可
以揭出一些领导干部的“不良家底”，更能防止干
部“带病提拔”，对“干净做官”起到倒逼作用。

“五个一律”让“裸官”难藏身
制度规定，检查结果的运用坚持“五个一

律”：即凡是填报不规范或错报、漏报的，一律要
求重新填报或限期补报；未如实填报的，一律要
求领导干部本人作出说明；有意瞒报的，一律不
得提拔任用，不得列入后备干部人选；发现违规
问题的，一律责令其限期改正；涉嫌违纪违法的，
一律将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理。

随着这一制度大网的拉开，“裸官”难以藏
身。据统计，2014 年结合开展领导干部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工作，全国共有 3200 余名副处
级以上干部报告了配偶或者没有配偶但子女
均已移居国（境）外的情况；近千名在限入性岗
位任职且配偶或子女不愿意放弃移居的领导
干部，被调整了岗位。

2014年，中组部抽查核实中管干部、省部
级后备干部等 1550 名，各地各单位抽查核实

厅局级、县处级领导干部 60170 名。有 5 名拟
提拔中管干部被取消提拔资格，有数十名厅局
级、县处级考察对象被取消提拔资格。

监督约束警示作用逐步显现
专家认为，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

特色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正在
逐步完善，该制度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约束和
警示作用将逐步显现。

“我们既有主动抽查核实的机制，又用‘五
个一律’来给制度通上电。像这样明文规定，
对号入座的刚性制度要求，在其他国家并不多
见。”辛鸣表示，这些都为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体系构建了
一个很好的框架，也为进一步实现信息向社会
公示准备了条件。

湖南商学院教授王明高建议，要使领导干
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有效有力实施，还需
辅以以薪养廉制度、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和
金融实名制度等配套制度，形成完备的体
系。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最高检3月25日消
息，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祝作利涉嫌
受贿一案，经最高检指定，由河北省
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河北省廊坊
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廊坊市检
察院已向廊坊市中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祝作利利
用其担任陕西省发改委副主任、主
任和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
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陕西政协原副主席
祝作利涉嫌受贿被公诉

150万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
涉及“家事”、“家产”14项内容，“凡提必查”严防“带病提拔”

坠毁或为技术故障
德国航空专家海因里希·格罗斯邦加

特对德国 N－TV 电视台表示，空客 A320
客机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突然坠毁的确有
些“不可思议”，坠毁原因可能是出现技术
故障。

失事客机的机龄是 24 年，属于老飞
机，先后由汉莎航空和德国之翼运营。不
过，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援引德国航空业人
士的话报道，机龄并不能解释客机坠毁原
因。“在专业航空领域，机龄不是问题。即
便是更老的飞机，也会接受更新改造，使用
新技术，因此，机龄不能解释可能发生了什
么。”这名业内人士说。

客机坠毁也很难说是天气原因。迪涅
莱班警方官员说，当天有一点云，但足以阻
挡视线的云层并不低。

温克尔曼说，失事客机的机长经验丰
富，在汉莎航空和德国之翼服务 10 年，有
超过 6000小时飞行经验。（据新华社）

德国之翼航空公司客机坠毁法国山区

飞机8分
钟急降万米

德国之翼航空公司一架空中客车A320型客机
3月24日上午在法国东南部偏远山区坠毁，
15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恐全部丧生。法
国搜救人员说，目前还未发现有幸
存者，但已经找到一个黑匣
子。客机上没有中
国公民。

出事前一天曾停飞
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24日在记者会上说，

客机的一个黑匣子已找到。卡泽纳夫说，在未来
几个小时内，专家将对黑匣子进行分析，以查明
坠毁原因。他说，找到生还者的希望渺茫。

德国汉莎集团一名发言人24日晚证实，失事
客机 23 日曾因出现技术问题在德国杜塞尔多夫
机场停飞。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德国之翼失事客机
前起落架舱门23日曾出现技术问题，在杜塞尔多
夫机场停飞。汉莎集团发言人确认了这一消息，
但她表示飞机已于 23 日上午排除故障并投入正
常使用。《明镜》周刊报道说，坠机发生后，多名德
国之翼航空公司飞行员拒绝驾驶同类型飞机。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博纳黛
特·米汉 24日发表声明说，目前尚无迹象表明坠
毁与恐怖主义有关。

从未发出求救信号
德国之翼航空公司总经理温克

尔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失事飞机
当地时间 10 时 01 分从西班牙巴塞
罗那起飞，原定于 11 时 35 分在德国
杜塞尔多夫机场降落。

飞机于 10 时 45 分到达 38000 英
尺（约 11582 米）高度，失事前最后一
次出现在法国雷达中是 10 时 53 分，
高度约 6000 英尺（约 1829 米）。飞机
坠毁前下降过程共持续了 8分钟。

坠机地点附近一处野营地的老
板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听到客机几
次发出奇怪的响声，随即坠毁。

一些媒体先前援引法国交通部
副部长阿兰·维达利的话报道，客机
曾发出求救信号。但法国民航管理
局官员埃里克·埃罗随后澄清，客机

“从未发出求救信号”。

记者近日从中央组织部获悉，中组部在去年底已对做好2015年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作出安排。目前，全国副处级以上

领导干部已基本完成了个人有关事项的集中填报工作，并就本人填

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郑重向组织作出书面“承诺”。

2010年来我国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开始集中填报领导干部个人有

关事项。这项被称为“中国特色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如

何运转？效果怎样？威力有多大？记者用数字和实例进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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