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八日 星期六責任編輯：呂 陽
A9 中國新聞

官方稱屬正常沉降
上海最高樓周邊現地裂

16 日有網友在微博上爆出，上海環球金融中心西側
的東泰路地下車庫出口處路面有長約10米的裂縫，最寬
處可插入一根手指，沿裂縫的花壇亦有細微開裂，有水泥
修補痕迹。

環球官方微博隨即回應表示： 「因受周邊建設項目施
工等影響而出現的地面開裂，對環球的結構及其安全沒有
影響。」

將灌封修補裂縫
據環球現場監測的工作人員對中評社表示，他們每周

對路面進行1次監測，對環球的地下停車庫進行2次監測
，現有監測情況顯示，環球的沉降現象處正常情況。

上海市政府新聞辦也發布消息稱： 「地面裂縫
是基坑施工過程中的正常沉降現象，目前引
起沉降因素基本消除，正待陰雨天結束後對
裂縫進行修復。跟蹤監測不會停止。」

浦東陸家嘴城管辦有關負責人亦表示，其
將對裂痕先行進行瀝青灌封，防止雨水滲透地
面破壞基層。

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於2008年竣工，建築高
度492米，為內地第一高樓，也是上海著名地標
。與其相向而對的上海中心於2008年11月開工
，目前正以每7天一層的速度長高，預計在2015
年竣工交用後總高度達到632 米，成為中國第一
高樓。

第三方機構不間斷監控
上海中心施工方針對裂縫事件解釋稱，這與去年 12

月竣工的基坑有關。施工方表示，由於基坑為鋼筋混凝土
結構，外面是空的，形成了裡面硬、外面軟的結構，沉降
不均勻就會出現裂縫。

在中心隨後在官網發布的裂縫情況說明稱，裂縫於去
年12月出現，中心自開工起就聘請了第三方專業機構對
周邊環境及相關建築物進行不間斷地嚴密監控。目前地質
情況穩定，前期產生的相關裂縫已組織有關單位陸續進行
修復。

據了解，上海中心大廈主樓深基坑的大底板，是一塊
直徑121米、厚6米的圓形鋼筋混凝土平台，位於深31.4
米、局部深34.4米的深基坑底部，同其下方的955根主樓
樁基合力承載起121層主樓的負載。已於2011年12月28
日完成的地下部分開挖總面積達2.2萬平方米，相當於3.2
個足球場。

內地網友16日通過微博曝料稱，地處上
海陸家嘴的內地第一高樓上海環球金融中心附
近地面出現長約10米的裂痕，路面上下錯開
十分明顯。對此，環球金融中心、一旁在建的
上海中心施工方以及陸家嘴城管均表示，地面
裂痕為上海中心基坑施工過程中出現的正常沉
降現象，不會對環球結構及安全造成影響。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十七日電】

【本報訊】轟動海內外的故宮失竊案 17 日在北
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現年 28 歲的石柏
魁當庭否認預謀盜竊，表示因為躲雨臨時起意， 「看
見展品挺好看就做了」。這與檢方指控的作案動機不
一致。

檢方起訴書指控，2011年5月8日，石柏魁到故
宮博物院參觀，後潛入齋宮，竊得香港兩依藏博物館
在此展出的《交融─兩依藏珍選粹展》展品金嵌鑽石
手袋、金鏨花嵌鑽石化妝盒等手袋及化妝盒共計9件。

上午 9 時 30 分，身穿橙色號服的石柏魁被法警
帶進法庭。石柏魁顯得很緊張，整個人縮在櫈子裡，
回答法官問題聲音發顫，每個問題都要想想才說。

談到犯罪動機時，他稱，第一次去故宮時只逛了
三大殿沒看夠，第二次去故宮時，看到香港兩依藏博
物館的展品，聽導遊說很值錢，就萌生了盜竊的想法

，隨後在夾道內躲藏到天黑。
公訴機關認為，石柏魁今天供述的作案動機與其

在公安機關供述的不一致。石柏魁在公安局供述時稱
，他曾到故宮踩點，行竊是經過設計、謀劃好的。

但石柏魁的辯護人黃長勇當庭提出異議，表示在
公安機關的9次筆錄中，石柏魁的前後供述不一，並
非一直承認是預謀。

盜竊數額為爭論焦點
在談到作案經過時，石柏魁表示，因為害怕，慌

忙拿了幾件就想跑，並記不得到底順走了幾件。他稱
，在逃出故宮時，身上只有4件展品，而次日到大鐘
寺古玩市場想找買家時，不料一位店主稱，該物件是
珀金不值錢，他掃興離開。

石柏魁在法庭上說： 「好不容易從故宮裡拿出來

的卻是假的，我當時越想越生氣，就隨手將3件丟棄
到垃圾桶，另一件扔到馬路邊。」

起訴書指出，香港兩依藏博物館為被盜的9件展
品投保金額共 41 萬元，其中 3 件丟失的被盜物品投
保金額共15萬元。

盜竊價值直接關係到該案量刑。檢方出示證據，
被盜的9件展品購入價格為165萬元。石柏魁的辯護
律師當庭表示，保險單據無法證明丟失物品的價值，
因為保險公司出具的證明是整個展品的價值，沒有單
件展品的價值，投保數額不能等同於市場價值。同時
，被告人沒有帶出的5件展品，應被認定為盜竊未遂。

今天的庭審持續近4個小時，石柏魁在做最後陳
述時說： 「因為不懂法律，作案時也沒有考慮後果會
那麼嚴重，現在想起來挺後悔的。」此案將擇日進行
宣判。 中新社／新華社／深圳新聞網

故宮失盜案北京開審
疑犯翻供稱臨時起意

【本報訊】繼原廣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長周鎮
宏被中紀委帶走後，茂名市副市長李觀來，市政府
副秘書長何俊海、現任茂南區人大常委會常務副主
任周華林等3位官員正在接受省紀委調查。大洋網
報道稱，此3人或為周鎮宏 「重臣」。

報道稱，周鎮宏作為 2012 年第一個落馬的副
部級官員，曾主政廣東茂名五年。2011 年，茂名
腐敗窩案曝光。落馬的多位領導幹部均係周鎮宏提
拔。

今年 1 月 16 日，周鎮宏經證實被中央紀委帶
走。媒體稱，周鎮宏於 2007 年由茂名市委書記調
任現職，此次被 「雙規」，與 2011 年茂名官場震
盪有關。茂名多位官員因貪腐被查乃至受審，級別
最高者為時任茂名市委書記的羅蔭國。

自 2009 年，茂名常務副市長楊光亮落馬後，
又有茂名市委書記羅蔭國、茂名副市長陳亞春、原
茂名公安局長倪俊雄等重要官員被查。 中通社

【本報記者楊家軍鄭州十七日電】河南省高級
法院副院長史小紅今日表示，為防治 「民告官」案
件常常出現的 「告官不見官」現象，將在全省推行
行政首長出庭應訴制度，即： 「民告官」案件，行
政首長必須出庭應訴。

去年 12 月，河南省鄭州市人大常委會審議通
過《關於加強全市審判機關行政審判工作的決議》
，決定制定健全並嚴格遵守行政首長出庭應訴制度。

據介紹，此項決議出台的背景是，近年來的
「民告官」案中，行政機關首長出庭率很低，甚至

不到10%，違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
決議要求，在行政訴訟案第一次開庭時，作為

被告的行政首長必須要出庭。法院在交辦案件時對
行政部門提出明確要求，督促行政首長出庭，如不
出庭須向人大常委會報告；如果行政首長拒不出庭
，人大常委會將對其詢問，情節嚴重的，人大常委
會會對其提出罷免案。

史小紅表示，近年來，行政案件上訴率高、申
訴率高、改判率高，已成為行政案信訪上訪的重要
成因，長期統計發現，這些上訪案件主要問題是處
理不當、機械適用法律法規、裁判不統一，釋法析
理不到位，案件反覆翻燒餅，矛盾越積越深。今年
是關係國家大局穩定的關鍵年，此舉目的之一是強
化業務學習，提高三級法院法官的辦案水平，把案
件辦成鐵案。

另外，近年來，新類型行政案日益增多，出現
不少法律空白現象，同案不同判問題突出。此舉目
的意在統一法律適用標準，維護法治統一。

河南民告官
行政首長須出庭

粵韶關武江區委書記自縊死
【本報訊】據廣東省韶關市人民政府門戶網站

消息，17 日凌晨，韶關市武江區委書記、區人大
常委會主任蘇力被發現在其住宅內自縊身亡。經公
安機關現場勘查，初步判斷為自殺，排除他殺。目
前，有關調查工作仍在進行當中。

據之前公開的信息：蘇力，廣東順德人，先後
擔任順德團市委書記、順德宣傳部副部長、大良街
道黨工委書記等職。2008年7月選調到韶關任中共
韶關武江區委書記。

據媒體報道，2010 年 10 月，蘇力的前任、原
武江區委書記鄔學新從政府辦公樓七樓上跳下身亡
。據介紹，鄔學新由於與其好友因為經濟糾紛發生
矛盾難於解決，遭該名好友實名舉報其有違紀違法
問題。有關部門認為，此事對鄔學新打擊很大，造
成精神壓力過大、情緒低落，心結長時間無法解開
，從而走上了輕生之路。 中通社

【本報訊】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
郭俊民的一句話，正在該省公務員隊伍中發酵─
該省將逐步推進 「公務員聘任制」試點工作， 「鐵
飯碗」或將不保。

內地綜合性財經媒體《第一財經日報》2月17
日報道稱，郭俊民近日在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
障工作會議上透露，該省將逐步推進聘任制公務員
試點工作，探索建立適應省情的聘任制公務員任用
管理機制。

對於何為 「公務員聘任制」，該省公務員局一

位負責人解釋，聘任制，即合同制，被聘用人員在
合同期間，享受公務員編制和相關福利；合同結束
，編制依然屬於單位，解聘人員則不再享受相關編
制和福利。

發薪制度待定
「這豈不是意味着 『鐵飯碗』要變成 『瓷飯碗

』了？」計劃今年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的河南大學
畢業生馬琳說。隨着該省擬實行 「公務員聘任制」
的消息傳出， 「鐵飯碗」或將不保的消息開始成為

當地不少人的餐桌話題。
河南省公務員局綜合處處長魏瑋接受當地媒體

採訪時稱，該省擬在今年選取一兩個單位或部門進
行試點，但屆時將實行年薪制還是效益制，目前尚
未確定。

記者查詢發現，即將於2012年推行 「公務員聘
任制」的省份，除了河南，還包括江蘇、四川、湖
北等地。

此前的2007年1月，經由原人事部批准，深圳
已經開始公務員聘任制的試點工作。深圳市人力資
源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陸韜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目
前，深圳市已經於2010年實現了所有行政機關新進
公務員全部實行聘任制，目前職務最高的為處級幹
部。未來，隨着該制度的持續實施， 「委任制」
一詞有望在幾十年後從深圳公務員管理體制中消
失。 中通社

鐵飯碗將變瓷飯碗
內地多省擬推公務員聘任制

廣東茂名官場再震盪

周鎮宏3重臣受調查

  
▲嫌犯石柏魁承認盜竊事實，但
否認有預謀 新華社

▲ 至今未尋回的三件故宮被盜物
，由左至右：金梭形嵌鑽石粉
盒；金嵌藍寶石粉盒；金嵌
寶石球形粉盒 資料圖片

▲裂縫最寬處可容一指 網上圖片

▲肇事▲肇事 「「元兇元兇」」 上海中心地下基建工程上海中心地下基建工程
楊楠攝楊楠攝

▼上海中心（左）建成後，將與▼上海中心（左）建成後，將與金茂大金茂大
廈（中）、上海環球金融中心（右）廈（中）、上海環球金融中心（右）形形
成鼎立之勢。此為效果圖成鼎立之勢。此為效果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原足協高官楊一民（中）的量刑備受關注
中新社

足壇掃黑案今再宣判
【本報訊】繼 「四大名哨」等人16日在遼寧

省丹東市被宣判後，中國足壇反賭掃黑案18日將
有另一批涉案人員及單位在鐵嶺領刑。此次宣判
包括原足協官員、球員、俱樂部管理者等近 40
人。

據悉，由於在鐵嶺受審的反賭案涉案人員眾
多，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18日的公開宣判將從上
午8時30分開始，持續一整天。

據鐵嶺中院此前張貼的公告顯示，原中國足
協副主席楊一民、原中國足協裁判委員會主任張
建強、成都謝菲聯足球俱樂部有限公司等21名涉
案人員和 2 家被告單位被安排在上午宣判；反賭
案 「點捻人」王鑫，以及被告人王珀、范廣鳴等
18人則被安排在當日下午宣判。

對此次宣判，外界最關注的當屬楊一民和張
建強如何量刑。按照中國刑法第 385 條規定，若
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名成立且受賄金額在10萬元
以上，將可能面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
，情節嚴重的甚至是死刑。

據悉，在2011年12月的庭審中，楊一民被控
受賄 125 萬元，其中包括他收到的部分禮金、購
物卡、加油卡、搬家費、以及多家俱樂部高層所
送的 「關係費」；而張建強則因受賄罪、非國家
工作人員受賄罪被提起訴訟，起訴書指控其涉嫌
受賄273萬元人民幣。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