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洋談烏坎事件處理
我們要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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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就是我們有自己的
一票，公開選出自己的領導人
，為村民服務。」在親身經歷
烏坎村村委會選舉這場舉世矚

目的民主村選後，烏坎村民劉再霞這樣向記者描述她
眼中的民主。在這次選舉之前，烏坎村村民們並沒有
公開選舉的記憶，以往的烏坎村委暗箱操作選舉，盜
賣村民土地，最終有了為了奪回土地而爭取的村民一
人一票公開選舉。

「這一次的村委會成員和以前的都不同，這是我
們公開投票，自己選出來的人，是為我們服務的。」
劉再霞在自己的雜貨舖裡一邊賣東西，一邊笑着對記
者說。在村內的村選委、村代表、村委會的多次選舉
中，她家 「一票都沒有落」。她說，相信這一屆的村
委不會像以前那樣的村官那樣什麼都不公開，還把村
民的土地都賣光了。 「這些人都是做事很正派的人，
正直、會為村民做事。」問她為什麼會這麼肯定，她

大聲地說： 「我們村民眼睛會看、心裡會想的嘛。你
看林祖鑾，他本來可以過很悠閒的日子，為了村民現
在要擔那麼重的擔子。他以前身體很好的，現在又黑
又瘦，我們看到都傷心。他們不是為了做官才去選的
，是想為村民做事。」

說到烏坎村民能有現在的結果，她很是驕傲。
「這是我們村民團結爭取來的，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很不容易。」她的聲音突然哽咽了起來，眼眶紅了
．她不顧店裡還有其他人，不停地抹眼淚。 「我們就
是為了拿回自己的土地，為了後代，我嫁來烏坎十幾
年了，從來沒有見過自己家的地，房子也是租的，在
烏坎，很多人和我家一樣，都沒有地都是租房子住
。」

「希望新選出來的村委會能幫我們拿回土地，他
們一直都為村民做事，相信接下來他們也會繼續這樣
做。」劉再霞充滿希望地說。

【本報汕尾五日電】

村民劉再霞眼中的民主
本報記者 曾春花 實習記者 王 悅

【本報訊】中新社烏魯木齊5日消息：新疆測繪局5日
對外透露，該局查處一起美國公民在新疆非法測繪案件。

據介紹，2011年8月，接民眾舉報，一名美國公民在昌
吉州瑪納斯縣某部隊駐地附近使用手持 GPS 接收機採集新
疆地理信息坐標數據，涉嫌實施一次性測繪活動。新疆測繪
局執法人員立即會同有關部門工作人員，對來疆的美國公民
涉嫌非法測繪行為進行調查取證。

經查，美國公民克某從北京來到新疆，擬申辦旅遊公司
，在烏魯木齊、昌吉州等地針對外國公民來疆開展戶外旅遊
。該美國公民攜帶並使用的兩部手持 GPS 接收機均屬測量
用GPS，共採集並存儲中國境內地理坐標9萬餘個，且在新
疆區域採集地理信息坐標活動事前未經國家測繪行政主管部
門批准。

2012 年 1 月 31 日，新疆測繪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測繪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沒收克某手持 GPS 接收機兩部
及手持GPS接收機中內存的測繪成果數據並罰款人民幣2萬
元。

美國人新疆非法測繪被罰

【本報訊】中通社澳門5日消息：澳門個
人資料保護辦公室（下稱個資辦）5日發布消
息稱，已就 4 宗投訴個案完成調查，當中
Google 拍攝澳門街景涉嫌侵犯個人私隱，被
判罰款3萬元（澳門元，下同）。

Google 於 2010 年 3 月 11 日推出澳門地圖
的 「街景服務」。個資辦考慮到 Google 此項
服務是在澳門街道進行實景拍攝，內容涉及行
人、車牌等影像數據，主動立案跟進。

個資辦認為，澳門街道狹窄、巷里縱橫交
錯， 「街景服務」專車在澳門街道進行影像收
集時，無可避免拍攝到屬於敏感的數據，如：
民居內的私人生活，教堂或廟宇內信徒朝拜
等。

由於 Google 事前沒有獲得資料當事人給
予的明確許可，個資本辦亦沒有收到 Google
任何相關的申請，更沒有向其發出任何許可，
故此，Google 「街景服務」專車在澳門收集敏
感資料，有違當初收集的原意，違反了《個人
數據保護法》相關規定。

個資辦還認為，Google 透過拍攝車在街
道收集影像數據時，亦同時收集市民用無線網
絡傳送的數據和個人數據，並將數據轉移到美
國，涉及行政違法，判處Google罰款3萬元，
並需刪除所有不合法的敏感資料。

另外，個資辦還公布了其他3宗處罰個案
。包括某商業機構公開展示涉嫌盜竊者面貌的
相片和錄像片段，被判罰款1萬元；一個公共
部門未取得市民同意下，將電話通話錄音，被
罰款8千元；另外有電訊公司將市民的電子帳
單寄給其他無關人士，被罰款4千元。

全國人大廣東代表團開放團組會議照例是輿論關
注的焦點，到場採訪的媒體多達上百家，僅外國媒體
就有 40 多家。發生在廣東汕尾的烏坎事件成為最熱
門話題，接連幾個記者提問都有所涉及。

汪洋稱，早有思想準備大家會就此提問，因為一
段時間以來，烏坎事件已經引起海內外媒體的廣泛關
注，目前廣東省委採取的處理方式讓村民們滿意，社
會也給予了積極評價。他表示，此次處理烏坎事件，
一個重要的立足點就是判斷烏坎群眾所反映的訴求是
不是合理合法，而經過初步了解，這一問題得到肯定
答案後， 「我們認為那就要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而
不是代表那個村子裡以村支書為代表的小圈子的利益
，這是我們妥善解決烏坎問題的一個基本判斷或者說
立足點。」汪洋進而強調說， 「我們並沒有因為擔心
烏坎事件擴散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採取一些變通或其
他的態度，沒有！我們對烏坎村事件的處理是堅持了
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和人民政府執政為民的基本理
念，就是我們要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

粵將全省推廣烏坎經驗
汪洋在總結事件處理經驗時道出當時派駐工作組

的初衷， 「我也說句老實話，當時決定省委工作組到
這個村裡去，省委副書記當組長，副省長任副組長，
並不是因為這個村子本身的矛盾已經複雜到要出動這
個陣容，而是我們想通過解剖這個 『麻雀』，取得經
驗，推動村級組織的建設，改進這個基層執政單位，
能夠更好地體現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這一理念

。」為梳理烏坎事件帶來的諸多啟示，廣東省將於今
年下半年召開全省性會議加以總結分析，把從烏坎這
個點上取得的經驗、教訓用來指導全省加強村級組織
建設工作。

不過，汪洋也指出，很多媒體認為烏坎在民主選
舉上開了先河，或者為今後政治體制改革提供借鑒，
這個有過分解讀之嫌。 「我實事求是說一句話，烏坎
的民主選舉是按照村民委員會的《組織法》和《廣東
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進行的，沒有任何創新和突
破，只不過我們把選舉法和組織法的落實過程做得非
常扎實，對這個村子在過去選舉中走過場的形式做了
糾正，如此而已。」

改革要從政府頭上開刀
另外，在回答路透社記者關於哪些是阻礙改革的

利益集團時，汪洋表示，改革開放 30 年，市場經濟
在廣東充分發育，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局面已經形
成，存在不同的利益取向。他舉例說，政府內部頑固
維護部門審批權力的聲音，實際上也是利益格局影響
改革深化的一個重要表現。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
告中特別提到要加快推進政府改革，這一點與廣東的
實際情況相脗合。解決利益格局影響改革的問題，首
先就要從執政黨和人民政府頭上開刀， 「我想只要各
級黨委和政府有關部門真正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
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小部分人的利益，那麼我們
的改革就會往前邁出最關鍵的步伐。」

【本報訊】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戴相龍表示
，會替國家負責好好監督養老金的投資。他表示，目前社保
基金選了13個基金，一共存了195億元。

新華社北京5日消息： 「我們管理的資金不能集中在一
兩年都投出去，我們要很好選擇管理人，還要監督，要替國
家負責。養老金是人民的 『養命錢』，我們一定要管好。」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戴相龍5日在十一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開幕式會場外表示。

社保基金195億投13基金
戴相龍對投資股票市場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寄予希望。

「國務院批准，10%的社保基金可以用於私募股權投資基金
，我目前選了 13 個基金，一共存了 195 億元，我對私募的
選擇是嚴格的，我是誠惶誠恐地投資，我也希望這些私募也
是誠惶誠恐的。」

戴相龍說，選擇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主要看三條，有沒有
優良的投資回報歷史；現在的團隊是否有潛力；是否有好的
項目。

「大家都擔心，養老金買股票了，股票有風險，所以大
家都很關注。」戴相龍說， 「我們買股票，特別是散股，都
是委託18家專業機構投資人去買，我們進行監督，它們搞
得不好，我就把它除名，我是用社會上最優秀的人才為我管
。」

戴相龍說，中國的整體經濟形勢是好的，中國資本市場
是逐步完善的，比如說，現在股市不平穩，如果有長期的資
金進去，股市還是穩定的。

據戴相龍此前在 「全球金融危機後的金融改革與直接融
資」國際研討會上介紹，2008年全球養老金資產有25萬億
美元，而中國不足2000億美元，佔全球養老金不足1%，大
大低於中國經濟總量佔全球 7.3%的比例。中國正在多渠道
增加養老金，特別是個人帳戶逐步做實後，預測到 2015 年
個人帳戶累計結餘和中央養老儲備金可超過3.5萬億元。

戴相龍：一定管好養老金

【本報記者曾春花、實習記者王悅汕尾五日電
】從選舉村選委、村代表再到剛剛落下帷幕的村委
會選舉，廣東陸豐烏坎村一人一票民主村選一步步
走來，為保證選舉的公平公開、防止拉票賄選等情
況，進行了艱難的摸索和試驗。

烏坎村選舉委員會主任洪天彬今天接受了大公
報記者專訪，他認為，民主就是 「大家不分身份高
低貴賤，把問題都擺到桌面上公開討論，用少數服
從多數的原則得到問題的結論」。

洪天彬說，選委會的 11 個人在選前 20 天的時
間裡，每天都是拿着法律文件 「一邊看一邊用」，
他自己經常是《村民委員會選舉法》不離身。 「我
們反的那幾個貪官就是不依法辦事，倒過來我們一
定要依足法律，不敢掉以輕心，所以每天都是如履
薄冰。」

投票細節在摸索中完善
無論中外，如何避免選舉賄選舞弊都是共同的

難題。洪天彬表示，從舉行首次選舉以來，烏坎人
不斷對投票場地和程序進行完善。 「第二次選舉的
時候，我們發現人都堆在寫票區，而且還有人私自
將選票帶走。這次我們用桌子圍出了回型的投票路
線，讓投票人只能一條路線走下去，現場更有秩序
了，村民寫票的時候也不會有旁人影響。」

此外，烏坎選舉中還特別使用了秘密寫票箱。
秘密寫票箱的設計人、烏坎選委會顧問熊偉告訴本
報記者，與投票場同時設立的秘密選票室相比，秘
密寫票箱更能防止賄選，讓投票在 「陽光下進行」
。 「秘密寫票室在室內，由簾子隔開，但簾子的後
面發生什麼就很難監督，就算有個人藏在裡面給你
塞錢也看不見。」而在操場內放投票箱，有沒有人
干擾村民填寫選票就一目了然。

洪天彬說，選委會在第一次投票時，在一個村
組中試用了秘密寫票箱，發現效果很好，就向上級
政府要求，最終獲得允許普及使用。在這次投票中
，所有的村民都選擇了使用秘密寫票箱。

22候選人登台自薦
擁有一萬多人口的烏坎村共有47個姓氏，在宗

親觀念極強潮汕地區，村民在選舉中容易受到宗親

觀念的影響。洪天彬告訴記者，為此他們加大了對
村民的宣傳，在選前一直挨家挨戶派傳單，並定時
用廣播宣傳。 「很多村民不知道什麼是民主選舉，
覺得反正我不當村官，事不關己，讓他們懂了，就
有勁去投票了。」

據洪天彬介紹，為了保證選舉的公平，烏坎村
選擇了海選的方式，不設候選人。而為了保證選舉
的公開，選委會鼓勵選舉自薦人參加演講會，進行
競選演講， 「和村民見面，公開展示自己」。2 月
29日，22名烏坎選舉自薦人先後登上天后戲台，向
村民闡述自己的抱負和承諾。

但是，選舉過程並非沒有受到宗親的影響，昨
晚唱票時記者發現，有部分選票上的前幾名候選人
都是姓陳。82歲的程來錫告訴記者，聽說有一個姓
氏在選舉中跟村民拉票。洪天彬也坦言： 「場外的
拉票我們是沒辦法管，只能在投票區這個小場子裡
，盡量去限制這種行為。」

不過，村民對拉票也有自己的看法，程來錫就
表示： 「拉票的人我絕對不選他，現在我們烏坎村
民最重要的是要一盤棋、要團結，不能分姓氏、分
宗族。」

村民秉持良識考量
記者了解到，絕大多數村民在選舉時的考量標

準是選出來的人是否能真心為村民服務、討回被盜
賣的土地。在昨天出爐的烏坎村7名村委會成員名
單裡，村民一人一票選舉出的都是在烏坎事件發揮
了重要作用的村民，其中村主任林祖鑾、副主任楊
色茂是烏坎村民在抗爭中的核心人物。

村民薛銳強就告訴記者，現在選舉出來的7名
村委會成員並不和他選的名單全部一樣， 「結果是
大家公開選出來的，不可能每個人心目中的支持者
都一樣，很正常！但這一任村委會幹部之前做了什
麼我們都看到了，對這個結果我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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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街景服務侵犯私隱問題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
爭議 資料圖片

5日下午，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接受中外媒體採訪時指出，當局並未因
為擔心烏坎事件擴散出去而對這一問題採取變通手段， 「我們對烏坎村事件的處理是堅
持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和人民政府執政為民的基本理念，就是我們要和人民群眾站
在一起。」 【本報記者鄭曼玲北京五日電】

▲汪洋表示，廣東省將於今年下半年召開全省性
會議加以總結分析，把從烏坎取得的經驗、教訓
用來指導全省加強村級組織建設工作 中新社

◀烏坎村選舉委員會主
任洪天彬：民主就是
「大家不分身份高低貴
賤，把問題都擺到桌面
上公開討論，用少數服
從多數的原則得到問題
的結論」 王悅攝

◀秘密寫票箱設計人、
烏坎村選舉委員會顧問
熊偉：秘密寫票箱更能
防止賄選，讓投票在
「陽光下進行」

曾春花攝

◀ 82 歲的村民程來錫
：拉票的人我絕對不選
他，現在我們烏坎村民
最重要的是要一盤棋、
要團結，不能分姓氏、
分宗族

曾春花攝

烏坎選舉從細節落實民主
廣場寫票保陽光選賢不選親成共識

村
民
論
選
舉

◀烏坎村委會設
計的回型投票路
線，讓村民能一
條線路投票，保
障了投票區的秩
序

王悅攝

▲5日，浙江省溫州市首批面向中學生的公交專線正式
開通。此次開通的專線有10條，為市區近20所中學的
學生出行提供便利。每輛專線公交車上設有一名協管員
崗位，確保學生的乘車安全。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