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 ２０14年6月25日 星期三8

◎责任编辑 孟姣燕 李特南◎

◎"#$ !"#$%&'
!"#$%&

'()*+,-.
/0123456
789:;<=!>
?9-@ABCD
E " FGHIJK
L# MNOPQ6!
RQSTU#KLV
W !X !Y !! #Z[
\]^_`a4b
cd # !efgh
i #jgkl #mn
oopqr#struvwxc#yzg{#
M|}~�" �g9V��#��KQSE
���+!r�!�l0�!�0�!��
�!���#���9��"

��M�#�����!r�����
 C�¡¢£#¤¥C¦§¨©�Cª«¬
®¯°!±$²#�³´9�µ¶·¸¹
º»IJKL�g¼" ½¥#4¾¿ÀÁC
ÂÃ!r�ÄÅÆ�]ÇÈ�ÉÊ!rË

Ì Í ± Î Ï C Ð
Ñ# ÒÓÃ!rÔ
Q<4Õ�Ö��
! r × Ø C Ù Ú
]# ÅÛC!rÜ
Ö Ý Þ !!"# ß !
rËÌàáâCã
äåæ# ç�èe
+é" ãäêëì
í$ îÖC� +
ïðñòó2ô4
õö÷øùC!r

0�úû+! üýþÿ!ð"H#/#$
Þ�%&Èõ'# ()*+2ô�+0�#
,º-.�/C¤C" îÖ01Ã234Ö
456789:;~ÃÖ;<=��>Ö
4# ?Ô@A!rB�g/IJBLCC
D# ªÖE "$% FG #!$" É�Hãä�
/#&$# É�IJKLM�N %O$! P��
I&"QRST$'%"($)&&(#(!%"UVWX�
YZ"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24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议长潘迪卡尔。

习近平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
同马来西亚的友好关系，将推进中马关
系作为周边外交的重要方向。双方应以
庆祝建交40周年为契机， 作好顶层设
计，规划好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中马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快速发展。
习近平指出， 中国高度重视与周

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为此，我提出
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倡导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提出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
命运共同体、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等一系列合作倡议。 这

充分表明， 中国愿与周边国家和睦相
处、共同发展。 明年马来西亚将担任东
盟轮值主席国，中方将予以积极支持，
愿与包括马方在内的有关国家一道，
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习近平说，今年3月，马来西亚航
空MH370客机失联，这是一起非常不
幸的事件。 希望马方继续抓紧协调有

关国家，制定完善常态化搜寻和善后
方案，争取尽快找到飞机下落。

潘迪卡尔转达了哈利姆最高元
首和纳吉布总理对习近平主席的亲
切问候。 他表示，马来西亚国会下议
院坚定支持马中两国政府达成的各
项共识，愿为进一步巩固马中友好关
系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24日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来华参加夏令营活动的哈萨克
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师生。

习近平向师生们表示热烈欢
迎。 习近平表示， 去年9月， 我访
问哈萨克斯坦时， 邀请纳扎尔巴耶
夫大学的200名师生来华参加夏令
营活动。 今天， 在这里见到大家，
我感到非常高兴。

习近平表示， 中国是一个有着
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中华
文明在发展进程中兼容并蓄、 博采
众长， 既独具特色， 又丰富多彩，
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提供了强大精

神动力。 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习近平指出， 中哈是友好邻
邦， 两国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早在2000多年前， 古老的丝绸之
路就把我们两个民族连接起来。 我
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是亲密的朋
友， 我们保持密切沟通和交往， 共
同探讨如何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加
强合作， 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
感情。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
亲， 关键在于青年之间的交往。 希
望你们通过这次访问， 了解一个真
实的中国， 留下美好记忆。 相信你
们今后会成为中哈友谊的建设者。

在24日的审计工作报告中，一
批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约
法三章”要求的部门单位被点名。 中
央三令五申下，为何还会出现顶风违
规现象？ 下一步的整改方向是什么？
记者就此采访了审计署和一些专家
学者。

三令五申管不住？
今年审计报告以大量篇幅专题

反映了中央部门及所属单位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约法三章”要求
的落实情况，揭示了目前存在的突出
问题，并对一大批违规部门单位进行
了点名批评，这在以往的审计报告中
是从未有过的。

那么，是不是在中央三令五申之
下，“四风”问题反而严重了呢？

审计工作报告显示，2013年接
受相关审计的38个中央部门总体上
能够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严格控
制和压缩“三公”经费和会议费支出
规模，大部分单位切实精简了各类公
务活动。 审计结果表明， 这些部门
201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
年初预算到位率平均96.95%，“三
公”经费和会议费财政拨款支出比上
年下降22.93%；38个部门本级召开
的会议数量、组织的因公出国（境）团
组数量、 公务接待批次比2012年也
有较大幅度下降。

“从审计结果看，不是问题多了，
而是审计的力度加大了，曝光力度加
大了。”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
王雍君说，今年扩大了审计覆盖面，重

点向中央部门所属单位倾斜； 报告提
到违规部门单位时也不再用“有的”
“一些”，而是直接“点名道姓”。

谁在触碰“高压线”？
从审计结果看，一些部门单位在

“三公”经费、会议费管理和使用等方
面仍然存在严重问题，如在公务活动
中超预算、超范围、超标准列支费用，
擅自更改出国行程、延长境外停留时
间，超编制配备公车等，可谓顶风违
规。

那么，是谁又是为什么敢于触碰
“高压线”呢？

记者从审计署了解到，“三公”经

费和会议费的问题近70%发生在中
央部门所属的二三级单位。这些单位
性质种类复杂，管理链条长，接受监
督检查少，管理规范程度低，违法违
规问题比中央部门本级普遍要严重
得多。

问题背后还暴露出一些部门权
力过大而制约不足，这使它们能够随
意转嫁出国费用、 占用其他单位车
辆、摊派公务接待费用。“目前对权力
部门的监督仍显不足。 ”中国社会科
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说。

“从审计情况看，有令不行、有禁
不止的问题仍然突出，反映出一些单
位和个人法纪意识淡薄，责任追究和

处罚也不到位。 ”审计署审计长刘家
义在审计工作报告中说。

审计之后怎么办？
审计工作报告内容向社会披露

后，不少网友对审计署“点名道姓”的
做法击节称快，同时也对相关问题的
整改表示关切： 不要审计报告雷声
大，追究责任雨点小，再次陷入屡审
屡犯的“怪圈”。

对此，刘家义在审计工作报告中
做出明确态度：“对违规列支‘三公’
经费和会议费、 违规建设楼堂馆所，
以及层层滞留、虚报冒领、骗取套取
财政资金等问题实行一案多查，坚决
遏制失职渎职和腐败问题。 ”

他建议， 要切实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相对于审计发现的个案问题，一
些体制障碍或制度漏洞造成的深层
次问题，还往往需要通过深化改革逐
步解决。

中央部门所属单位问题多，就需
要尽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使政
府与主管社会组织脱钩到位。 一些部
门权力过于大， 就需要加快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 使该放的权尽可能放给市
场。“三公”经费掌控不严，就需要规范
相关审批程序，建立绩效评价体系，从
严控制支出规模和列支渠道……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王雍
君建议，披露的细节越多，警示的力
度越大，整改的效果也会越好，制度
建设的步伐也会越来越快。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国务
院日前印发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推进纲要》提出，到2015年集成电
路产业销售收入超过3500亿元。 相
比较2013年的2508亿元， 增长近千
亿元。 纲要同时提出，通过成立国家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设立国
家产业投资基金等一系列保障措施
切实助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集成电路又称芯片， 是工业生
产的“心脏”， 其技术水平和发展

规模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产业竞争
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纲要提出， 到2015年建立与
产业发展规律相适应的融资平台和
政策环境， 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
超过3500亿元； 2020年与国际先
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 全行业销
售收入年均增速超过20%； 2030
年产业链主要环节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一批企业进入国际第一梯队，
实现跨越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24
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
《恐怖主义的网上推手———“东伊
运” 恐怖音视频》 电视专题片。

国信办相关负责人在此间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目前， 越来
越多的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招募人
员， 传播暴恐思想， 传授暴恐技
术， 筹集恐怖活动资金， 策划恐怖
袭击活动。 互联网已成为恐怖势力
开展活动的主要工具， 恐怖音视频
也已成为影响互联网健康发展的
“毒瘤”， 必须坚决予以打击。

据了解， 此次发布的电视专题

片时长24分钟， 是国信办会同公
安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等有关部
门， 委托中央电视台摄制， 历时半
年制作完成。

该专题片通过梳理已破获的北
京“10·28”、 昆明“3·01”、 乌鲁
木齐“4·30”、 乌鲁木齐“5·22”
等多起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采访国
际国内反恐专家、 有关学者和各界
群众， 揭示了暴恐音视频危害及与
暴力恐怖违法犯罪活动之间的联
系， 并将境外“东伊运” 组织指
挥、 在网上传播涉暴恐音视频、 煽
动境内恐怖活动的行径公之于众。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最
高检日前发布规定， 明确要求对原
厅局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减刑、 假
释、 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 人民检
察院应当在收到减刑、 假释裁定书
或者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后十日以
内， 逐案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审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制定印发
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职务犯
罪罪犯减刑、 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
案件实行备案审查的规定》。 规定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和刑事政策精
神， 要求建立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

罪犯减刑、 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案
件的备案审查制度， 对备案审查案
件范围、 备案审查材料内容、 发现
违法问题后的处理以及年度报告等
提出了明确要求。

规定提出了对职务犯罪罪犯减
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实行备
案审查的要求。除对原厅局级以上职
务犯罪罪犯做出要求外，还规定对原
县处级职务犯罪罪犯减刑、 假释、暂
予监外执行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
在收到减刑、假释裁定书或者暂予监
外执行决定书后十日以内，逐案层报
省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审查。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4日发布的
2013年全国社会保险情况显示，全
国共核查五项社会保险待遇享受情
况7453万人项，查出3.5万人冒领待
遇1.27亿元，已追回1.22亿元。

2013年全国清理收回企业欠
缴养老保险费560亿元。 2013年全
国累计实地稽核企业237万户次，
涉及参保职工21451万人次， 查出
少报漏报人数779万人次， 少缴漏

缴社会保险费34.2亿元， 已督促补
缴32.0亿元。

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收入22680亿元， 比上年增加
2679亿元， 其中征缴收入18634亿
元， 比上年增加2166亿元； 基金
支出18470亿元， 比上年增加2909
亿元。 全国各省级地区， 基金总收
入均大于基金总支出， 年末基金累
计结存28269亿元， 比上年增加
4328亿元。

推动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纲要出台
2015年销售收入将超3500亿元

国信办专题片
揭“东伊运”恐怖活动行径

入狱“厅官”减刑假释
需报最高检备案审查

去年3.5万人
冒领社保待遇1.27亿元

顶风违规为哪般

俄罗斯政府发表声明
说， 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24日向联邦委员会 （议会上
院） 递交提案， 决定放弃在
乌克兰动用武装力量的权
力。 这一举动得到乌克兰总
统彼得罗·波罗申科欢迎。

克里姆林宫24日在官方
网站发表声明说： “总统已
向联邦委员会递交提案， 内
容为放弃在乌克兰动用武装
力量的权力。” 俄联邦委员
会今年3月1日批准普京的提
议， 授予总统在乌克兰动用
武装力量的权力， 直至乌克
兰形势恢复稳定。

普京的发言人说， 普京

决定放弃出兵权， 目的是帮
助乌克兰实现和平计划， 从
而结束当前紧张局势。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
瓦莲京娜·马特维延科说，
联邦委员会将于25日讨论普
京的最新提案。 联邦委员会
负责国际事务的副主席安德
烈·克利莫夫说， 他认为普
京的提议将会得到通过。

对于普京的最新表态，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欢
迎 。 他称这是普京作出的
“实际举措”。

乌克兰总统府网站24日
发表声明说： “这是自俄罗
斯总统正式宣布支持乌克兰

和平计划以来， 俄罗斯方面
作出的首次实际举措。”

波罗申科20日签发总统
令， 决定自20日22时至27日
10时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停火
一周。 他还公布一项和平计
划， 主要内容包括在乌俄边境
设立10公里缓冲区、 民间武
装从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
撤走、 解除非法武装、 在两州
恢复地方政权机关办公等。

普京随后对波罗申科的
和平计划表示支持。 但他同
时强调， 如果乌克兰各方不
开始真正对话， 和平计划将
无法实行。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一批顶风违反八项规定单位被点名

普京放弃出兵权
乌总统表示欢迎

习近平会见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议长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6月23日电 叙利亚外交部23日发
表声明说， 叙方将境内化学武器原料全部运送出境显示出
叙政府践行承诺的诚意。

声明强调， 最后一部分需要在境外销毁的化武原料已
经于23日运出叙利亚。 叙利亚政府是在“极端危险、 困难
的条件下完成这项人道主义任务”。

总部设在荷兰海牙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23日说， 最后
一批需要转运的叙利亚化武原料已经于当天下午在叙利亚
拉塔基亚港完成装载， 这成为“全面销毁叙利亚化武使命
中的一个里程碑”。

叙化武全部运离出境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
大学师生代表团

据湖南地图出版社介绍，竖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已得到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的认可，获
得审图号、书号，并正式出版发行。 南海海域和岛屿与大陆为同一比例尺，南海诸岛不再作为插图形
式表示。 图为6月23日，湖南地图出版社总编辑雷宜逊在介绍竖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新华社发

竖版中国地图问世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执政党自民

党和公明党24日就解禁集体自卫权达成基本共识， 安倍政
府可能最早下周有所动作。

自民党和公明党高层24日举行执政联盟安保政策第
九次会议， 公明党副党首北侧一雄会后说， 修改后的集体
自卫权行使条件“反映” 公明党观点。 参加24日安保政策
会议的官员称， 执政联盟希望安倍政府把形成内阁会议文
件的最终版本于27日提交两党会议讨论。 共同社称， 安倍
政府可望最早下月初批准这一文件。

日本执政联盟就解禁
集体自卫权达成基本共识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年 6月 24日

第 2014167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78 1000 178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589 160 94240

9 6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4年6月24日 第2014071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000000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4
二等奖 43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3043574
11 4398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3381
107551
1510550
8063806

118
3438
49231
263356

3000
200
10
5

12 17 22 25040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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