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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布了中央第十四巡视组
在商务部的巡视情况。巡视反
馈中指出，商务部选人用人方
面的问题反映较多，干部流失
问题比较突出。在大学生就业
选择出现“公务员热”的大背景
下，在职公务员却出现辞职、流
失突出的问题，这进一步引发
了各界的关注和思考。

2014年至2016年辞职人数最多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名单，
从 2008 年到 2017 年，商务部
累计辞职人数达152人。从辞
职人数的分布上来看，2014年
至2016年是辞职人数最多的
3 年,分别有 27 人、30 人和 23
人选择辞职。与全国公务员辞
职人数统计对比，商务部出现
辞职人数明显增多的这 3 年，
也是全国范围内公务员离职人
数出现显著增长的3年。尤其
是2015年,全国公务员辞职人

数达到1.2万人，比2014年辞
职人数增长43%。

不过在中组部副部长齐
玉看来，近年来公务员队伍总
体是保持稳定的，他在党的十
九大首场记者招待会上说：“从
统计情况来看，平均每年辞职人
数仅占公务员总数的0.1%，或
者比 0.1%稍微多一点。我们
一共是700多万公务员，每年辞
职大概就是1万左右。”

辞职公务员的行政层级升高

在山东省委党校党建教
研室副主任谭建看来，当前的
公务员辞职现象呈现两个特
点：一是辞职公务员的行政层
级升高。以前辞职的多为科
级以下公职人员，现在一些厅
局 级 干 部 也 加 入 了 辞 职 行
列。翻查商务部 2014 年至
2016年的辞职人员名单，商务
部的辞职人员构成中，正、副
处级干部的比例相对高，占辞

职总人数的近40%。
二是辞职公务员去向多

元化。有的出任国企高管，有
的进入民企，有的自主创业，还
有的循个人兴趣著书、画画，不
同于原来的单纯下海经商。从
此前媒体披露出来的商务部部
分辞职人员去向来看，大部分
商务部的辞职干部都选择了到
企业任职，其中不乏在联想、阿
里、腾讯等知名企业担任高管
的人员。从工作性质上来看，
辞职后的职位大致与此前在商
务部负责的事项相关。

辞职后去向有限制

国家公务员人才流失现象
近年来已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2017年5月，多部门联合
印发了《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
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其
中明确规定，“各级机关中原
系领导班子成员的公务员以
及其他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

的公务员，辞去公职后3年内，
不得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
业务范围内的企业、中介机构
或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任，个
人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
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其
他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两年内，
不得接受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
关的企业、中介机构或其他营
利性组织的聘任，个人不得从
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
利性活动”。

“从近几年的一些贪腐案
例来看，一些公职人员辞职后，
或在原管辖范围、主管领域内
的企业‘二次就业’，利用之前
权力的影响力搞利益输送，这
一方面影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变相腐
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说。他认为，上述规定有助于
建立权力监督的追溯机制，由
始至终给权力戴上“紧箍咒”。
（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

辞职干部都去哪儿了

本报讯 坐落在北京市海
淀区恩济花园内的“首开寸草
养老院”8 月起首次向辖区老
人开放。它是由国企“首开集
团”与知名养老品牌“寸草春
晖”合作开办的。2018年是国
资国企改革质量提升之年，很
多地方国企希望通过“混改”，
探索未来城市养老的新路径。

2016 年起“首开集团”与
“寸草春晖”合作，目前已开办
两家养老院。明年，位于望京、
安贞、马家堡、方庄、石榴庄的
首开寸草养老院都将陆续开

业。据悉，这些养老院均由首
开集团提供产权房屋，寸草春
晖提供专业服务。随着北京疏
解非首都功能工作的进一步深
入，多家国企在中心城区的楼
宇纷纷转型为养老院。

全国范围来看，国有资本
与养老“牵手”也不是什么新鲜
事。就在 7 月，广东省属国企
广轻控股集团与一家民企签
约，共同开启国企与民企联动
的“养老新模式”。6 月初，上
海浦东政府信息公开一栏显
示：浦东国资组建养老公司，助

推公办养老机构改革。
“介入养老服务的国企主

要有两类，一类是房地产商，用
它的地皮或者房产资源做养老
地产，另外一类就是保险公司，
它们大都做的是退休社区。”武
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
长、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
心成员董登新表示，国企进军
养老服务业是一个方向，同时，
无疑承担了部分的社会责任和
社会义务，但依然不能偏离主
业太多。（摘编自《北京晨报》

《华夏时报》）

国企多家物产变身养老院

本报讯 这是世界天气史
上罕见的一组“热”镜头——亚
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北部同
时出现极端高温天气。为何今
夏整个北半球都在“发烧”？

7月30日，根据挪威班纳
克气象站记录，当地最高气温
为32.4℃。往年，班纳克当地
最高平均气温为16.9℃。

不止挪威。从东京到雅
典、从北美到北非，热浪席卷北
半球。欧洲，连北极圈内的一
些气象站也观测到气温超过

30℃，森林大火在以寒冷著称
的北极圈内燃烧。亚洲，日本
大部分地区经历了观测史上最
热的 7 月，中暑死亡 100 多
人。北美洲，几十年不遇的罕
见连续高温天气，导致加拿大
魁北克省数十人死亡。非洲北
部，阿尔及利亚东部的瓦尔格
拉最高气温达到51.3℃。

“此次极端高温天气延
续，偶然中的必然是全球气候
变暖的大背景，必然之中的偶
然，则要归结于今年极地环流

和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
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艾婉秀说。

我国还会热多久？中国
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
司副司长李明媚表示，预计
到 12 日，中东部仍多高温闷
热天气。国家气候中心相关
研究认为，未来我国夏季极
端高温事件的出现概率会大
大增加，到 2025 年，至少有
50%的夏季可能出现长时间
的高温热浪过程。（摘编自《北
京青年报》）

极端高温天气“烤”验四大洲

■国际速读

无人机携爆炸物暗杀
委总统 北京时间 5 日晨，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首
都加拉加斯出席一场军队
纪念活动时，数架携带爆
炸物的无人机在会场附近
爆炸。委内瑞拉新闻部长
罗德里格斯确认，无人机
企图对马杜罗发起袭击，
但是这个图谋被“挫败”。
据报道，袭击造成7名国民
警卫队成员受伤，罗德里
格斯称是委内瑞拉的极右
派分子制造了这起袭击事
件。一个名为“T 恤衫战
士”、先前不为人知的团体

“认领”这起袭击，称无人
机遭狙击手击落。（摘编自

《法制晚报》）

沙特怒怼加拿大干涉
内政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6
日宣布，驱逐加拿大驻沙特
大使、暂停沙特与加拿大之
间新的贸易和投资，强硬回
应加拿大政府干涉沙特内
部事务。沙特阿拉伯航空
公司6日晚宣布，即刻起停
售其往返加拿大多伦多航
班的机票，并从 13 日起停
飞往返多伦多的所有航
班。（摘编自《北京晚报》）

●历经20余年努力，8
月5日上午，福建向金门供
水工程实现正式通水，长期
困扰金门的缺水问题终得
破解。福建向金门供水工
程由晋江龙湖取水泵站、
陆地输水管道和跨海输水
管道三部分组成，线路总
长约 28 公里，工程总投资
3.88亿元人民币。（摘编自

《北京晚报》）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
区人民检察院、杭州西湖区
教育局6日联合会签《关于
建立校园性骚扰未成年人
处置制度的意见》。这是
全国首个反校园性骚扰工
作机制。《意见》明确校方
接举报后必须在 24 小时
内展开调查或直接向公安
机关报案，不得私下调解；
受害人未满 14 周岁，不论
是否自愿均属性骚扰。（摘
编自《钱江晚报》）

●天津市 8 月 5 日出
台相关政策，今后，社会力
量可以有偿参与社会救助
服务，政府将出资聘请专业
的社会力量为困难群众提
供更好、更高质量的救助服
务。根据政策，政府向社会
力量购买的社会救助服务
主要分事务性工作和服务
性工作两类，包括对社会救
助对象开展的照料护理、送
医陪护、社会融入、心理疏
导等。（摘编自《天津日报》）

■数字中国

43%
山东济南自2017年1

月起实行养犬登记信用计
分制。对犬只扰民、遛狗不
拴绳、不携带犬证犬牌的行
为，第一次查处扣 3 分；第
二次、第三次分别扣 6 分、
扣 12 分。扣满 12 分的犬
主将被暂时没收犬只，到指
定地点学习相关养犬法规，
考试合格后方可领回犬只。

养犬管理计分制实行
一年半以来，122名犬主被
扣满12分并参加学习与考
试。2017 年，济南市民对

“犬只不拴绳”的投诉较
2016年下降了43%。（摘编
自《齐鲁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