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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央纪委屡次发文，严禁节日期间
公款送礼、吃喝等。然而，新华社记者调查发
现，一些单位和个人“暗度陈仓”，运用网络交
易逃避监督，而且送礼与收礼互不见面。

送礼与收礼，穿上“隐身衣”
记者近日在北京、重庆、长沙等地采访

发现，中央禁令之下，请客送礼之风有所收
敛，一些高档销售品商家反映“今年明显不
好卖了”。

然而，一种名为“礼品册”的商品在网络
上销售火暴。在搜索引擎输入“礼品册”，显
示结果达190多万条，大多是专门销售礼品
册的网站。

记者随机打开一家名为“满橙礼品”网
站看到， 每个价位的礼品册对应着一些商
品，其中一个版本中，有单反相机、高档烟酒
等18件价值数千甚至上万元的商品。

莫非重金送礼暗藏通道？据“满橙礼品”
一陈姓推销员介绍，送礼者先确定礼品档次
并付款，留下收礼者地址，网站先寄给收礼
者一张有账号密码的礼品册，收礼者通过账
号密码登录网站，自行选择礼品，之后礼品
将会快递送达。

“和府礼品”销售人员说，八项规定出台
以及反“四风”以来，请客送礼的风险越来越
大，而用礼品册方式送礼比较安全。礼品册
是一张巴掌大的卡片，很不起眼，其中礼品
从几百元的到几万元的不等，收礼人自己选
定之后，这些礼品可快递到家门口，既安全
隐蔽，又投其所好。

电子礼品卡，随时可套现
在网络送礼同时，一些名为“电子礼品

卡”的商品销售也十分火暴。这种卡片不记
名、无实体，面值从50元到1000元不等。

在京东商城网站上，涉及电子礼品卡的
评价达11万多条，其中较多出现的是“给领

导送礼的神器”、“单位福利有着落了”、“发
票开得灵活”等评价语言。

一位电商服务人员介绍，送礼者在网上
购买电子礼品卡后， 可将密码转发收礼者，
他们可在电子商务网站上凭消费密码任意
选购商品。从买礼品到送礼品，双方无需见
面，也不用经手实体卡片，既方便快捷，又避
免了送礼风险。

业内人士透露， 有的客户一次订购几十
张上百张电子礼品卡，因为它不仅方便快捷，
还可以套现。在赶集网、58同城等生活信息类
网站，回收电子购物卡的信息比比皆是。

隐身送厚礼，漏洞待查处
针对公款送礼歪风，中央纪委先后下发

了《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
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和
《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
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等。

然而，豪华酒店清冷了，电子礼品卡又

火了起来……送礼者一个“隐身变形”动作，
便可出没于网络，大玩“躲猫猫”。

据了解，我国电子商务管理存在诸多漏
洞，尽管有关部门出台了《单用途商业预付
卡管理办法》， 但尚未出台有关电子礼品卡
的规定；另一方面，虚开发票的行为十分猖
獗，给违规送礼提供了很大空间。

业内人士建议，尽快制定网络销售礼品的
规范，如扩大监管范围，不仅购卡实名，用卡也
要实名，不仅线下实名，线上也要实名，不仅要
限制单卡金额，还要限制单卡销售数目，等等。

此外，税务部门要加大账目核实与发票
查验，对于办公用品、培训费等发票年底大
量增加的现象，要仔细审查，一旦发现虚开
发票的情况，予以严厉处罚。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安白认为，
一方面要完善公务接待、 财务预算制度，减
少隐性开支，强化显性监督；另一方面，要消
减审批权限， 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
壤。 （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禁令之下“暗度陈仓”
———揭秘违规送礼“隐身变形”花招

新华社记者 袁汝婷 赵宇飞

1月12日 ，
仪仗人员将以
色列前总理沙
龙的灵柩运至
位于耶路撒冷
的以色列议会
广场。 当天，沙
龙悼念仪式举
行，据以色列军
方电台11日报
道，沙龙葬礼定
于13日举行。

新华社发

送别
沙龙

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中国铁路
总公司了解，从2013年12月23日开始发售春运车票至
今，铁路春运节前售票高峰已经渡过，截至2014年1月
11日24时，累计发售火车票14858万张，日均发售车票
743万张，同比增加125万张，增长20.3%。

其中，通过12306网站日均发售359万张，同比
增加130万张，增长57%；1月9日网售501万张，远远
超过去年364万张的网络售票最高纪录。 网络购票
已成为旅客首选的购票方式。

铁路春运日均售票743万张
网络购票成首选

据新华社广州1月12日电 记者从东莞市中级人
民法院获悉， 近日东莞中院对原告冀中星诉被告东莞
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纠纷一案作
出一审判决，驳回冀中星的诉讼请求，并已通过邮政特
快专递向原告代理律师邮寄送行政判决书。

法院审理认为， 对因何故致残的调查属于公安
部门的职责范围， 并不属东莞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
的范围。 而东莞市人民政府虽未及时将转交东莞市
公安局办理的情况告知冀中星， 但已就冀中星提交
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 答复行为存在一定
瑕疵，但并不违法。故东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依法
驳回冀中星的诉讼请求。

冀中星诉东莞市政府被驳回

据新华社长春1月12日电 强征12岁童工，残酷
剥削、虐待、处死劳工，铁丝网隔离，拘禁监视……记
者从吉林省档案馆了解到， 在该馆最新发掘整理的
一系列日军侵华档案中， 详细记录了日本侵略者强
征、残暴对待中国劳工的罪行。

这批档案主要分布在侵华日军遗留下来的关东
宪兵队司令部档案及伪满时期资料中， 其中档案337
件、资料2册，以多种形式记载了日本侵略者残酷剥削、
压迫、镇压劳工的罪行，档案中还包括被电死工人的照
片。档案涉及侵华日军部队76支，宪兵分队、分遣队8
个；还有日本和伪满洲国企业至少63个，其中大部分是
日本企业， 包括日本建筑行业的代表清水建设株式会
社、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所属的昭和制钢所等。

吉林省档案馆馆长尹怀表示， 这部分档案全面
地反映出日伪时期中国劳工遭到迫害的史实， 是揭
露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犯下罪行的力证。

日军侵华档案显示：

超百日军部队和日企
强征奴役我国劳工

据新华社哈尔滨1月12日电 黑龙江省
招生考试委员会12日紧急召开发布会， 针对
有媒体报道黑龙江省硕士研究生全国统一入
学考试哈尔滨理工大学考点出现通讯工具作
弊事件表示开始专案调查， 并停止哈尔滨理
工大学MBA中心2015年招生组织工作。

据媒体报道，在1月初的硕士研究生全国
统一入学考试哈尔滨理工大学考点附近出现
不止一个“作弊电波”，北京一家名为智恒知
艺术培训中心的考试培训机构则涉嫌考前为
部分考生进行作弊培训。

据黑龙江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姜广福介绍，有关专案调查组已进入哈尔滨理
工大学开展工作。12日下午， 教育部也已派出
工作组到黑龙江省对此项工作进行专项督查。

黑龙江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省公
安厅正在组织相关力量开展侦破工作。 在案
件侦破以后，将尽快公布结果。

黑龙江专案调查
研究生考试作弊事件
停止哈理工明年MBA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