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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改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组长习近平8月1 8日上午主

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今年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要真枪真刀推

进改革，为今后几年改革开好头。各

地区各部门要狠抓工作落实，实施方

案要抓到位，实施行动要抓到位，督

促检查要抓到位，改革成果要抓到

位，宣传引导要抓到位，让人民群众

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引导广

大干部群众共同为改革想招、一起为

改革发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

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 中央管理企业主

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 关

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

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

《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

施意见》，建议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进

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批实施。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推动传

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

意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

改 革 举 措 实 施 规 划（ 201 4-2020

年）》、《 关于上半年全面深化改革

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召开 审议央企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

调整国企不合理偏高过高收入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国有企

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

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

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

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

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改

革开放以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

薪酬制度改革取得积极成效，对促

进企业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也存在薪酬结构不尽合理、薪

酬监管体制不够健全等问题。要从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

发，适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

企业改革进程，逐步规范国有企业

收入分配秩序，实现薪酬水平适当、

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

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中央企业负责同志肩负着搞好国有

企业、壮大国有经济的使命，要强化

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正

确对待、积极支持这项改革。

习近平强调，合理确定并严格规

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

出，是改作风的深化，也是反“ 四风”

的深化，国有企业要做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

表率。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

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除了

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

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

负责人没有其他的“ 职务消费”，按

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

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

规范央企高管“ 职务消费”

习近平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

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

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

媒体优势互补、一体 发 展 ，坚 持 先

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

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

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

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

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

播力、公信力、影响 力 的 新 型 媒 体

集团，形成立体多样 、融 合 发 展 的

现代传播体系。要一手抓融合，一

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

方向推进。

打造有竞争力新型主流媒体[媒体改革]

扒下“ 职务消费”
这件奢靡“ 马甲”

在很多国有企业，“ 职务消费”

过度，拿国家的钱充大方。不少国企

管理干部的“ 职务消费”不是以企业

的合理支出为标准，而是在企业财力

允许范围内设置“ 职务消费”的最大

值，逼着管理干部“ 瞎造”，出现“ 花

得再多不会受惩罚，省得再多不会受

奖励”的咄咄怪事。

在一些国有企业，“ 职务消费”得

不到有效监管，已经成为滋生“ 软腐

败”的温床。领导干部将个人的吃、穿、

住、行、医、玩囊括到“ 职务消费”中，办

公室装修、配备专车、体检、疗养、请吃

等等，都可列在“ 职务需要”的名下。

一些地方采取过“ 包干制”的做

法，本意在于限额使用，利于监督，在

一定时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实际

操作中，有些没花完的钱通过虚假发

票来销账，这些钱实际是揣到了相关

人员的腰包里，“ 职务消费” 成为了

贪腐行为的“ 马甲”。在中央反腐败、

反四风深入进行的当下，“ 职务消

费” 绝不能成为隐藏奢靡之风的死

角，涉及贪腐、挥霍行为的“ 职务消

费”更当依纪依法整治。

[评论]

记者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 获 悉 ，8 月 1 8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湖

南省1 2家相关法院已分别依法对湖

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全部被告人作出

了一审宣判。相关法院综合考虑各

案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以及被告

人悔罪表现等因素，对包括湖南省

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在内的69人依

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或剥夺

政治权利等刑罚。

8月1 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在公开开庭审理后，依法对湖南

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玩忽职守案

作出一审宣判，对童名谦以玩忽职守

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

童名谦在担任中共湖南省衡阳市委

书记、衡阳市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衡阳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临时

党组书记、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期间

犯玩忽职守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童名谦玩忽

职守，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从重惩

处；童名谦主动投案自首，认罪、悔罪

态度较好，量刑时酌予考虑，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8月1 8日，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胡

国初玩忽职守、受贿案依法作出一审

判决，认定被告人胡国初犯玩忽职守

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受贿罪，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衡阳破坏选举案一审宣判

湖南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主动自首获刑5年

发生在201 2年1 2月28日至201 3

年1 月3日间的这起案件，其以贿赂手

段破坏选举犯罪情况之恶劣、涉案人

员 之 多 、 涉 案 金 额 之 大 ， 令 人 震

惊———

衡阳市当时当选的76名省人大

代表中，有56人送钱拉票，金额总计

1 .1 亿余元，人均送钱近200万元，这

还不包括平时请客吃饭的钱。全部参

会的527名衡阳市人大代表中有51 8

名收受钱物1 亿余元。

衡阳市人大的大会工作人员参

与收受与分发钱物，68名大会工作人

员收受钱款共计1 001 万元。

包括时任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在

内的衡阳一大批党员干部在案件中

严重失职、渎职、违纪，人数近500人

⋯⋯

任衡阳市委领导班子在反思破

坏选举案时认为，衡阳当地官风不

正、正气不彰、邪气上扬，拜金主义盛

行，这些情况到了很危险的程度。

据调查，近些年来，衡阳官员中

打牌赌博、买官卖官、跑官要官、参股

企业、建私房、打架等情况十分突出。

有的区县政府与开发商合作建设小

产权房，牟取不正当利益，而一些群

众被拆迁了若干年还没有安置好；有

的地方修路等基础建设工程连基本

的招拍挂程序都没有；有的地方低保

金不是全部用于最需要救助的困难

群体，而是常常被基层干部的亲属、

关系户瓜分；在不少政府机关，“ 吃空

饷”情况十分严重；一些党员干部，违

反规定参股企业，与某些老板过从甚

密⋯⋯

干部作风的腐败、政治生态的恶

化，成为衡阳经济发展的严重破坏性

因素。十几年来，衡阳在湖南经济版

图中的地位一再下滑，从稳居前3强

逐步沦落。一些原本有意愿到衡阳投

资的外地客商，惧于当地名声在外的

官场腐败和不良政务环境，而把企业

改到了长沙、湘潭等地。

经济社会问题的一再累积，反过

来又使得衡阳本已不堪的政治风气

更加浑浊。

衡阳市人大机关是此次破坏选

举案“ 重灾区”。在查处风暴中，衡阳

市人大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几乎被

“ 一锅端”，成为衡阳市人大机关自

组建以来的最大政治耻辱。

本版均据新华社电

76名省人大代表
人均送钱近200万

[案件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