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村民堵路疑土地被賤賣
政府暫停村官職務 謹慎應對鵬城烏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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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九將首載活體蝴蝶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二十七日消
息：據中國政府網 27 日消息，中國國
務院近日出台《關於落實〈政府工作報
告〉重點工作部門分工的意見》，明確
落實《政府工作報告》重點工作部門分
工。

國務院確定的 10 大類、50 項重要
工作包括：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保
持物價總水準基本穩定，促進農業穩定
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加快轉變經濟發
展方式，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
強國戰略，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
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深入推進重點領域
改革，努力提高對外開放的品質和水準
，加強民族、宗教、國防、港澳台僑、
外交工作。

根據分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財政部、交通運輸部等部門負責 「搞
好價格調控，防止物價反彈」工作。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人民銀行、稅務
總局等負責 「繼續搞好房地產市場調控
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等部門負責 「深化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

為保持物價總水準基本穩定，《意
見》要求搞好價格調控，防止物價反彈
。增加生產、保障供給。繼續把抑制食
品價格過快上漲作為穩定物價的重點。
落實好 「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和 「菜籃
子」市長負責制，保障主要農產品供給
。

《意見》還要求大中城市要有合理
的菜地保有量，穩定和提高本地應季蔬
菜自給水準，同周邊地區和優勢產區協
作建設 「菜籃子」產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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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蔣煌基福州二十七日電】 「清明時節雨紛紛
，油價破八欲斷魂」，本輪油價上調，漲幅最大的0號柴油
，泉州的價格從 7.23 元／升上調至 7.74 元／升。高漲的油
價，不僅讓有車族錢包吃緊，連柴油消耗大戶殯葬行業也越
來越感到壓力。泉州宏福園殯儀館辦公室吳偉中告訴記者，
雖然絞盡腦汁省油，但仍跑不贏上漲的油價，目前已向物價
部門提出火化費用漲價的申請，估計清明節後就會獲批。

吳偉中說，以現行柴油價格計算，殯儀館焚化一具屍體
需要232.2元，但殯儀館從2005年至今，火化費用仍然只收
取300元，而這裡面包括油費、人工費和水電費等費用。

據介紹，宏福園焚化爐每月用油量平均12噸，雖同樣
使用柴油的殯葬車亦收取每趟100元費用，但仍難以平衡收
支。

近幾年來，每次油價上漲，宏福園殯儀館都要絞盡腦汁
應對。吳偉中依然記得，2010 年 「柴油荒」期間，殯儀館
的工作人員一邊找私人買高價油的同時，也把火化設備生產
廠家的技術人員請到了泉州。

「我們希望通過火化設備技術改造省點油。」吳偉中說
，但是省下來的油馬上又被高漲的油價 「淹沒了」。

為了省油，宏福園曾將目光投向了殯葬車輛，希望用提
高車速來降低油耗。但實際操作中卻遇上了尷尬，司機稍微
提速，送葬家屬立馬不樂意，無奈只能作罷。

有知情人士指，此次引發村民堵路事件的萬豐村
歸轄深圳沙井地區，有幾宗地塊是深圳警方大規模緝
拿的香港黑幫新義安深圳分舵開發的房地產項目，還
涉及已落馬並遭紀委調查的沙井前任街道書記劉少雄
，但消息並未獲深圳官方證實。據深圳官方回應，目
前沙井存在問題，但情況比較嚴重複雜，望村民給予
時間。

深圳第一富村變窮
這次引發群體事件的深圳萬豐村，在改革開放之

初，一度是全國有名的富裕村，村民家家是百萬富豪
，其發展模式更在深圳乃至全國的農村推廣。但近年
來，已改制成社區的萬豐村經濟一蹶不振，至 2006
年負債10億，村民分紅在當地街道倒數第一。

有原村民質疑，該村多宗集體土地遭賤賣，要求
收回。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村民直言，在當地派出所
後的面積約 10 萬平米小產權房日夜趕工，村委裡以
750元／每平方米賤賣，另黃金地段的蠔四村統建樓
等土地均遭賤賣。村民說，當地村委書記潘強恩退位
，其子潘澤勇上任接棒，從未召開過股東會議。

另據知情人士指，落馬的沙井街道書記劉少雄，
因涉及為黑幫提供保護傘，並涉嫌受賄倒賣建設工程
被捕，其涉及插手多宗的小產權房就是建在萬豐村的
集體土地上。據查，劉少雄落馬後，萬豐社區數百萬
平方米在建小產權房被叫停。

同時，村民們反映，近些年來社區部分集體土地
被低價轉讓，要求收回。村建的公司 10 年多來沒有
給村民分紅，居民要求公開財務狀況，清算集體資產
，並罷免現任社區 「兩委」班子成員。

官方稱問題嚴重複雜
對此，當地街道政府已派駐調查組，全面調查該

村的土地使用情況。同時，對於村民反映的兩項違規
問題，物業漲價一事以及車輛路口收費的問題予以制

止。
據透露，當地有逾百名村民，已連續面見調查組

，反映當地土地賤賣及其他問題。該村萬豐7名村官
職務亦遭停職。有匿名的政府人員受訪稱，深圳官方
非常謹慎應對這起類似 「烏坎」事件，防範村民出現
更過激的不理智行為。

本月二十六日，深圳寶安區的官員邀請當地新聞
媒體到達現場監督，與當地村民展開開放式對話。據

深圳寶安副區長、沙井街道黨工委書記謝曉東坦言，
沙井目前是存在問題，個別社區情況比較嚴重複雜，
望居民給予政府時間。

目前沙井街道已展開各社區土地規劃用途、使用
現狀調查。另消息指，涉黑的沙井書記劉少雄涉嫌包
庇沙井多個社區書記、董事長貪腐行為，遭紀委調查
，不排除萬豐村有涉入。目前，當地紀委已介入萬豐
村的腐敗問題。

油價破八 閩殯儀館虧錢

疑因土地遭賤賣涉及腐敗，日前深圳
萬豐村逾百原村民堵路，要求罷免村官。
對此，深圳官方謹慎應對，暫停7名村官
職務，並派駐調查組調查。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七日電】

【本報記者曾春花汕尾二十七日電】廣東汕尾市烏坎村今日又邁出歷史性
一步，繼月初選出村委會和村務監督委員會後，烏坎今日在村內的村委大樓舉
行村委揭牌儀式。村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林祖鑾表示，現任村領導班子第
一件事是把土地作為重點課題進行解決，相信只要依法依規，一定可以討回失
地。

為慶祝這一大事，村裡特地請來醒獅隊、燃放幾大掛鞭炮助興，不少村民
喜氣洋洋前來觀看儀式。

買賣資料太多太複雜
烏坎事件因土地而起，村民最迫切的需求就是拿回土地，選舉出村委後，

烏坎村一直在清理舊村委的土地買賣材料。村委會副主任楊色茂透露，在清理
過程中，發現一些村書記把土地賣給村主任、村主任又賣給村書記的荒唐現象
，依他個人看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買賣都是違法的。而按照省工作組的
預計，在6月初要完成土地材料的清理工作， 「我看未必能完得成，太多太複
雜了。」楊色茂說。

「土地問題，各級政府以及省工作組現在正在依法依規進行。」林祖鑾說
，村委會成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土地作為重點課題進行解決。萬一拿不回來
怎麼辦？林祖鑾語氣堅定地答： 「沒有什麼萬一，只要是符合政策，符合法律
，我們一定會做到。」作為上級任命的村黨總支書記，又是村民選出來的村主
任，如何協調兩者的工作？林祖鑾表示，會依靠村委會和村民代表以及村務監
督委員會，和他們商議，有什麼事都先由他們協調好再做決定。

分工負責土地、資產問題的村委委員張建城介紹，村委會第一步就是要清
理以前流失以及和其他鄉有爭議的土地。 「省工作組很重視我們的訴求，村民
之前的意願我們很快可以實現給大家看。」他表示，村民們經過這次都很團結
，有小小的矛盾，都可以通過私下溝通解決，對下一步的工作充滿信心。

烏坎村委運作面臨資金困難
另外，烏坎村委會成立後，肩負拿回失地、村內建設等任務，面臨資金短

缺的困境。由於舊村委沒有移交材料，新任村委還可能需要下村重新登記村民
材料。

據負責報帳、民政、社保工作的烏坎村村委委員孫文良介紹，舊村委沒有
剩下什麼錢，借出去有幾百萬的爛帳，估計很難收得回。請人登記、未來村內
的建設都需要資金，如果要不回來，只能向有錢的村民先借錢。 「現在可以說
是困難重重，但是無論多難我們都要捱過去，一步步來。」孫文良說。

烏坎村委掛牌成立
將依法規討回土地

【本報記者楊家軍鄭州二十七日電】河南省駐馬店市上
蔡縣春耕時節 「毀苗建校」事件引發中央高層關注，國務院
成立了由監察部和國土資源部參加的調查小組，對今次事件
展開調查。26 日，河南上蔡作出回應：允許農民復耕種植
春玉米，被損壞的麥苗每畝補償 1000 元，待各項手續完備
後再行徵地。

同時，駐馬店市召開加強土地管理、規範用地行為緊急
會議，駐馬店市委、市政府下發《關於禁止毀壞麥苗進行各
類建設的緊急通知》，加強對耕地和麥田管理。

■武漢藥廠爆炸2死26傷

■陝神木山體滑坡6人被埋

■國務院調查豫「毀苗建校」

【本報記者張加林重慶二十七日電】記者今日獲
悉，經中共中央批准，徐松南任中共重慶市委委員、
常委；市人大常委主任陳存根不再兼任中共重慶市委
常委職務。

官方資料顯示，現年 56 歲的徐松南，安徽樅陽
人，1974年8月參加工作，1979年6月加入中共，中
央黨校中共黨史專業畢業，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曾
任四川省德陽市團委副書記，四川省委組織部副部長
，德陽市委副書記、市長；湖北省荊州市委副書記、
市長，湖北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老幹部局局長，湖北
省鄂州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2006年3月至
2012年3月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常委、組織部部長
兼自治區黨校校長。

何挺分管公安維穩等項
現年 60 歲的陳存根，陝西周至人，農學博士，

教授，博士生導師，1970年6月參加工作，1985年3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陝西省人事廳廳長、省委組
織部副部長；國家人事部副部長、黨組成員；2007
年任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2012年1月任重慶

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重慶市委常委、組織
部部長。

在昨日召開的第122次常務會上，重慶市政府研
究調整了市長、副市長和秘書長的工作分工。市長黃
奇帆仍舊 「主持市政府全面工作」。

本月15日調任重慶市政府副市長的何挺，22日
已以該市政府黨組成員、市委政法委副書記身份出席
有關會議和植樹節活動，在媒體鏡頭前亮相。23 日
，該市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上，何挺當選為重慶
市政府副市長，並兼任該市公安局局長。

昨日的市府常務會議上，明確了副市長何挺的分
工為 「分管公安、國安、司法、信訪、政府維穩工作
。」

改進唱紅不搞「運動式」
26 日重慶市宣傳部長座談會上，重慶市委常委

、宣傳部長何事忠表示，近年來的宣傳文化工作存在
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如 「唱讀講傳」要盡量減少集
中性的舞台演出，堅決避免運動式搞法。

何事忠表示，未來的 「唱讀講傳」要改進活動方

式，盡量減少集中性的舞台演出，堅決避免運動式搞
法，更加突出群眾性、自主性、經常性。

何事忠還表示，要更加注重遵循宣傳文化的規律
，更加注重追求實效。重慶衛視要改善節目結構、滿
足大眾需求，不斷提高收視率、增強影響力。

渝人大主任不再兼任市委常委

▲徐松南（左）、陳存根（右） 中新社

【本報訊】據《北京晚報》報道，今年即將發射的神舟
九號飛船，將首次搭載活體蝴蝶（卵和蛹）升空。破蛹成蝶
和蝴蝶升空代表着夢想的實現與飛躍，北京市教委決定以此
為契機在全市中小學生中開展 「我的夢想」徵集活動，此次
活動的參加者均可成為太空活體蝴蝶（卵和蛹）的共同認養
者。

▲事故現場一片狼藉，消防人員正在搜救 李曉波攝

【本報記者李曉波武漢二十七日電】27日13時30分左
右，地處武漢市江夏區文化路的綠源生物製藥廠一反應釜因
壓力過大發生爆炸事故，造成2人死亡，26人受傷。事故發
生後，湖北省和武漢市消防官兵即趕赴現場救援，目前已救
出多名被埋人員。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省長王國生指示：
「全力搜救被埋人員」。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到達現場指揮。

出事單位武漢佳成生物製品有限公司位於江夏區文化路
譚鑫培公園對面，主要生產類似發酵產品。

【本報記者賈琛璐西安二十七日電】27 日清晨 6 時 50
分，陝西省神木縣鏵山路附近發生山體滑坡，沿山所建的簡
易房內6人被埋。接報後神木縣消防中隊於7時15分趕到現
場，神木縣領導和公安、武警、衛生、安監、礦管、電力、
民政等部分也趕到現場組織救援。截稿時，已救出4人，2
人輕傷已出院，2人死亡。其餘2人正在緊張施救之中。

▲萬豐村村民抗議集體土地賤賣。圖為萬豐村
本報攝

◀落馬的沙井街道書記劉少雄 網絡圖片

▲烏坎村村務監督委員會揭牌 曾春花攝

▲烏坎村委會正式揭牌，吸引大量村民到場圍觀，不少村民用手機拍下歷史性一
刻 曾春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