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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表示， 互联网由于拥有海量的网民，

海量的信息，重要爆料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吸

引人围观，加快了舆论意见交换和舆情发酵过

程，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力。 一旦爆料经调查

确认属实，各种贪腐现象就遭遇“见光死”。

但同时，碎片化、表象化甚至情绪化的

网络信息也容易引发社会舆情的非理性震

荡，应规范“网络反腐”，建立健康的网络举

报、网络维权、网络监督秩序。

专家建议，微博反腐，首先需要纪检部

门接招，对举报信息，最好 24 小时内做出回

应，消灭“断头新闻”，重大涉贪舆情件件有

着落。

同时，纪检部门官方微博可倡导私信举

报，既保护举报者权益，也防止在启动调查

前误伤官员，还可避免打草惊蛇。 与此同时，

还需要大力拓展线下举报和监督渠道。 专家

同时表示，在法律上，应厘清官员和网民的

权利边界。 应明确网民失实爆料与恶意诽谤

的界限以及失实爆料应承担哪些法律和道

义责任。 （据《法制晚报》）

最近， 网上流传的一份调查吸引了不

少网友：说的是某种“隐性福利”———住房

公积金。 有网友发现，在实际生活中，公积

金的缴存数额存在很大的差别， 最高与最

低之间的比例，超过了 30倍。

记者为此也做了一些调查， 选取了国

家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民企的员工进行

采访， 结果发现，30倍的公积金数量差距，

绝非空穴来风。

先说公务员。记者选取的标准，是一位

从业几十年的某三线城市机关职工。 这位

职工告诉记者，他们的公积金缴存并不高，

每月只有 340元。

事实上，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国家

机关职工缴存的公积金比例，有严格规定。

比如说，一位中部省份的厅局级干部，一个

月的公积金是 3000元。

那么，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他们的公积

金又有多少呢？ 记者又询问了一位在北京

市工作近 5 年左右的员工。 这位员工告诉

记者， 他每个月存入卡中的公积金有近

1000 元，加上单位补贴的 1000 元，一个月

有近 2000 元的公积金。 不过，这个数对于

他来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无论是公务员， 还是企事业单位职工，

都认为自己的公积金并不算多，他们的矛头

都指向了某些垄断行业： 比如说， 银行，电

力，烟草等等。在网上流传的这份调查表中，

银行被认为是最牛的单位，因为他们的公积

金最高达到了 9000元。这是什么概念？算上

银行自身补贴的 9000元，光公积金，银行工

作人员一个月就可能缴存 18000元。

为了求证此事， 记者也采访了一些银

行的职员。 不少银行职员都向记者表示，

9000元的公积金并非离谱，在有的银行，过

万的公积金比比皆是，有的银行，还会每月

给管理层发放高达数千元的住房补贴。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还发现，在同一单

位中， 竟然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公积金缴纳

标准。比如说，王女士所在的北京某家事业

单位， 这家事业单位同时存在两种编制的

员工。王女士属于非事业编制，她每月缴存

的公积金仅 240 元， 基本上离北京市最低

公积金缴存标准不远了。

王女士表示：“目前拿到手的话， 自缴

纳的部分应该是 240 元， 然后加上单位给

我缴纳同等的公积金，我一个月有不到 500

元的公积金。我现在手头有一套房子，每个

月要缴纳 2500 元钱贷款，我的公积金一个

月总共不到 500 元钱，连零头都缴不上。 ”

不过虽然公积金很低，好歹聊胜于无。王女

士还有一些朋友在民企工作， 这些民企要

么利用各种规则，规避公积金，要么索性就

不签合同，职员连公积金是什么都不知道。

公积金反映社会收入差距悬殊

财经评论员向荣表示， 公积金相差悬

殊总的来讲跟我们社会的收入差距悬殊是

相关的，它只是一个反映而已。比如说劳动

力的分化，有些人变成稀缺的人才，所以他

就会要求很高的薪水。公司没有他不行，所

以公司就想尽一切办法去给他提高待遇，

把公积金当成吸引员工的手段。 有些人就

属于弱势群体， 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在

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可替代性比较强， 所以

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就不高，

所以他去面试的时候， 人家跟他说我们这

儿没有公积金，那也只好接受。从政府和社

会来讲， 我们恰恰就是要解决怎么样使得

低收入人群和弱势人群能够活的有尊严。

（据《新闻晚报》）

江西省政府

原副秘书长吴志明

因受贿一审被判死缓

据新华社南昌 12 月 19 日电（记者 胡

锦武）利用职务之便受贿 4732 万余元，江西

省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吴志明 19 日被江西

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02 年至 2011 年， 吴志明利用其先后

担任南昌市西湖区区长、 青山湖区区委书

记、南昌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南昌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和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等职

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或者单

位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 47325774.74元。

2012反腐倡廉蓝皮书发布 去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近 5000人

贪腐遭遇“见光死” 微博反腐显威力

12 月 19 日上午， 记者从中国廉政研究中心、 中国社科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办的“第六届廉政研究论坛” 获悉，2012 反腐倡廉蓝皮

书———《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发布，蓝皮书指出，2011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 4843 人，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

损失 84.4 亿元。

近年来，大案要案呈频发态势，多个领域的“一把手”相继因贪腐落马，微博反腐成为一种新的方式。 蓝皮书指出，中国正处在反腐败斗争的关

键期，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反腐败力度持续加大。

专家表示，薄熙来、王立军、刘志

军、黄胜等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有长期

担任“一把手”的履历，且主要腐败问题

也是在任“一把手”期间发生。

专家称， 腐败大要案频发的地带，

往往是权力大、资源多的关键领域和关

键岗位，“一把手”权力过载，既决策又

执行，导致了监督难、个人凌驾于法律

之上。

这正是腐败易发地带的体制机制不

健全和制度落实不到位，导致了对权力

的监督失效，使权力制约成为虚置和空

谈，腐败行为才有了机会和空间。

专家称，解决“一把手”权力过大问

题，需要通过完善用权制度，构筑立体廉

政风险防控体系，强化对决策权的制约，

用科技手段规范自由裁量权，科学评估

执行效能，提高权力行使水平。

反腐·数据 一年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近 5000 人

蓝皮书指出，2011年，全国纪检监察

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 134万余件（次），立

案 13.7万件，结案 13.6万件。共查处县处

级以上干部 4843人， 移送司法机关的县

处级以上干部 777人。 通过查办案件，为

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84.4亿元。

此外， 近年来， 大案要案呈频发态

势。 多个领域的“一把手”相继因贪腐落

马。 蓝皮书指出，中央查处铁道部党委书

记、原部长刘志军，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中央

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对

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对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进

一步表明了党中央反腐败的鲜明立场和

坚定决心。

分析 “一把手”权力过载 一个人说了算

近年来，网络反腐蔚然成风，特别

是微博反腐， 成为近年来的一种新的

反腐方式。 不少网民在互联网发布“表

叔”、“房叔”等官员贪腐信息或者证据，

使一些腐败分子被曝光查办。 十八大

之后各地掀起的反腐风暴中，雷政富、

孙德江、单增德、齐放、李俊文，这些涉

及官员的“不雅事件”均先由网络曝出。

蓝皮书指出，新兴媒体成为群众

监督的重要通道。随着互联网的快速

发展和广泛普及，网络、微博、手机等

新兴媒体成为群众实现监督权的重

要通道。

目前， 监察部网站已实现了全

国举报网站的统一联网， 使网上举

报成为接受群众信访举报的重要渠

道。 据不完全统计，2011 年以来，中

央纪委、 监察部已接受群众网上举

报 5 万多件。

不同行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数额被曝相差 30倍

部分银行员工公积金超万元

反腐·变化

网络反腐蔚然成风

分析 网络监督应建规范机制

低保审批试行办法公布

申请低保

吃穿住用行都要查

据法制晚报消息 今后， 申请低保的人

员要按照规定提交有关材料， 书面声明家庭

收入和财产状况，并签字确认，政府人员将对

低保申请人进行“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拥有

汽车、股票分红、存款利息、储蓄性保险投资、

出租或者出让房产、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

失业保险金、社会救济金、遗属补助金、赔偿

收入，接受遗产收入、接受捐赠收入及所有工

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甚至转

移性收入者，将很难再申请低保。 记者从民政

部最新出台的《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

（试行）》中获悉上述信息。

该办法首次明确了低保申请人的户籍

状况、家庭收入、家庭财产是认定低保对象

的三个基本要件。

这房子

能吃

1 2 月 1 9 日， 工作人

员在装饰圣诞姜饼屋。

当日，一座高 2 米多

的圣诞姜饼屋在江苏省

太仓市一家酒店完工。这

座外观精美的圣诞姜饼

屋由数千块咖啡饼干、蜂

蜜和白糖粉等做成。

新华社发（姚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