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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墩村革新管理見成效
廣東省多年來蓬勃發展的製造業，吸引了大
量的外地務工人員，但現有的基層社會管理制度
，卻未能適應外來人口佔大比重的社會現狀。
2011 年的增城新塘大墩村 「6．11」 聚眾事件，
就是對這種社會管理制度不適應的一次 「爆發」
。在 「6．11」 事件一周年之際，記者再次來到增
城新塘大墩村採訪，發現經過改革，一些焦點矛
盾已不復存在。
【本報記者王悅廣州十日電】
2011 年 6 月 10 日，因村治安隊員與擺攤的四川籍孕婦王
聯梅及其丈夫發生爭執，引發大墩村民眾與治安隊糾紛，遂形
成聚眾事件。事件兩日後平息，多名滋事嫌疑人被提起公訴，
新塘鎮黨委書記、鎮長被免職，大墩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
任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聯防隊取代治安隊

村民：解決問題方便了
來自四川南充的羅為群夫婦五年前輾轉來到大墩村，在久
裕商貿城裡開了家 「
火紅紅」川菜館。
提到 「
6．11」事件，羅為群坦承，他從沒想過大墩會發
生這樣的事件。不過，事情 「
來得快，去得快」， 「這裡的人
忘性大」，很快就沒人再提起這個事件。事實上，村裡很快恢
復了正常運轉。而隨着政府多項政策的推出，羅為群發現，曾
經讓他煩惱的一些不便，如辦理暫住證、工商執照、租房等問
題，現在可以找到簡易解決問題的地方。
對於大墩村的改變，羅為群笑笑說： 「
我們做小本生意的
，只求能平靜過日子。」過去的一年裡，羅為群的餐廳需要交
納的管理費少了一半。提到曾讓他煩惱的暫住證，羅為群說：
「
聽說現在去中心辦不用花錢，態度還挺好，早能這樣多好。」
在大墩東江工業園開設紐扣店的劉先生說，讓他最舒心的
是在烈日下依然衣着整齊的聯防隊員， 「看起來都安心點」，
他也覺得大墩現在的治安好了很多。

專家：增城經驗值得推崇
增城市的數項政策亦得到了專家的認可。中山大學嶺南學
院教授林江認為，將治安隊撤銷，改組聯防隊，可以避免由村
級直接管理所帶來的一些弊端。但他擔心這些政策會給增城市
帶來不小的財政負擔，建議政府可予以財政支持。
廣東社科院專家鄭梓楨認為，增城市在基層社會管理建設
上的嘗試和努力值得推崇。他表示，近年來，廣東不斷在全省
範圍內鋪開和完善入戶積分制的管理，推出《基本公共服務均
等化規劃綱要》，致力於讓外來人口與本地居民在社會權益方
面獲得公平、公正的待遇。而針對外來工子女上學、醫療等外
來人口在城市化進程中遇到的熱點、難點問題，廣東亦推出多
個專門的文件具體解決問題。

▲大墩村設立由市、鎮直接管理的 「一站
三中心」 ，管理革新成效受到民眾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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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是牛仔行業的淡季，大墩村的製衣
廠有一半都關了門。偶爾開工的廠房裡，
工作的多是些中年工人
王悅攝
◀撤銷治安隊以後，大墩村裡的街頭小販
多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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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工人缺情感支持
【本報記者王悅廣州十日電】大墩村文
體活動服務中心和社區志願服務站於 2011
年 10 月 8 日投入運營，該中心設立於大墩
廣場右側，佔地 150 平方米，設有社區大課
堂、圖書閱覽室、心理諮詢室和兒童成長空
間，現有 3 名社工和 2 名助理，為本地居民
和外來工群體提供 7 大項共 30 多小項的便
民利民服務。
文體中心負責人孔木蘭指出，參與 「
6
．11」事件的多數是年輕工人，新生代工人
很容易因為缺乏支持而走上 「
歪路」。 「這
些工人 13、14 歲的時候就出來打工了，情
感上特別缺乏支持。」孔木蘭說，他們也缺
少健康的娛樂活動， 「
大墩的年輕人只能去
滑冰、唱 K，這兩樣還都很貴，所以他們經
常去橋對岸的東莞，整晚喝酒、蹦迪。」
新生代工人往往對自己的生活缺少規劃
。 「他們經常是今天賺了一百，明天就去花
光了，再回來賺。」孔木蘭認為這也和大墩
的產業相關， 「
廠裡招的多是剪線工，沒有
什麼技術含量的，也不會給年輕工人晉陞的
空間。我們曾想過幫他們做職業規劃，但發
現根本做不了。」
孔木蘭還指出，外來工最關心的是醫療

和教育問題，而這往往是基層政府無法解決
的。
孔木蘭曾在深圳從事過醫務社工和企業
社工，有兩年的社工經驗。來到大墩村後，
她發現村級社工的工作比她想像得要艱辛。
「
首先是交通問題。我們中心負責大墩片區
的工作，但交通工具只有單車，去其他村有
時要騎一個多小時。」另外，大墩片區 8 萬
人口和中心 5 名工作人員的 「懸殊」對比，
也時常考驗她對工作的信心。

▲南京玄武湖陰霾籠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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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大洪水幾率增大
同時，受大暴雨突襲，湖南懷化市、湘潭市多個
縣區等地成為災區。截至 10 日 17 時，已造成 2 人死
亡，2 人失蹤，數十萬人受災。
大暴雨同時引發水庫險情，位於湘潭縣排頭鄉嚴

塘村的楠木沖水庫 10 日凌晨出險，水庫下游約 50 名
受影響村民緊急轉移。當地已在大壩增開一處溢洪道
降低水位，並對漏水位置進行封堵。
長江防汛抗旱總指揮部信息顯示，今年的天氣形
勢與 1998 年和 1954 年比較相似，長江幹流水位持續
偏高。同時，由於十幾年來未發生流域性大洪水，長
江發生大洪水的幾率越來越大。
氣象部門預計，未來兩天，江西、湖南、貴州等
地還將有一次強降雨過程。國家防總 10 日已緊急派
出 3 個工作組分別趕赴三省，協助指導地方開展抗洪
搶險救災工作。
國家防汛防旱總指揮部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張志彤
在接受《瞭望》周刊專訪時表示，今年全國洪澇災害
可能重於去年。

安徽等區域大範圍焚燒秸稈所致。另外，南京昨晚
基本無風，也使空氣中的污染物未能及時擴散。
從昨天傍晚起，南京的天空便被霧靄籠罩，空
氣中也瀰漫着嗆人的 「煙味」。據南京環保局網站
數據顯示，昨晚八時，PM10 指數一度達到 478，在
全國 120 城市中排在倒數第一，為重污染級別。
備受公眾關注的 PM2.5 也 「創紀錄」。江蘇環
保廳網站顯示，昨晚 9 時，南京草場門、仙林大學
城、中華門的 PM2.5 小時指數飆升，其中仙林大學
城數值達到公布以來的 495 微克／立方米，這也是 3
月底環保廳公布 PM2.5 以來的最高值。

同時，長江重慶、三峽、宜昌三地海事局啟動通
航安全預案，強化航道維護和巡查工作，應對未來
110 天三峽樞紐運行防洪限制水位，全力保障三峽水
庫主汛期航運安全暢通。

三峽騰 200 億立米庫容
截至 10 日 8 時，三峽水庫水位已垂直消落約 28
米，騰出防洪庫容 200 多億立方米，為防汛做好準
備。

時評

中紀委：推進鄉鎮紀檢組織建設

▲事件後，大墩村設立文體活動服務中
心和社區志願服務站，為本地居民和外
來工群體提供多項便民利民服務 王悅攝

湘贛暴雨 數十萬人受災
【本報訊】內地多地相繼進入汛期。位於長江幹
流的江西、湖南遭暴雨襲擊，引發洪澇災害，截至
10 日，已造成 3 人死亡，2 人失蹤，數十萬人受災。
同時，在長江防洪體系中起到巨大作用的三峽樞紐
10 日也正式轉入汛期調度。
綜合中新社、新華社報道，6 日以來，江西九江
、吉安、上饒、新余 4 市 14 個縣出現降雨，部分地
區大到暴雨。
強降雨造成江西 6.7 萬人受災，1 人死亡；700 餘
間房屋倒損，農作物受災面積 3.2 千公頃，其中絕收
近 200 公頃，直接經濟損失 3500 餘萬元。暴雨同時導
致多趟旅客列車出現不同程度晚點。
目前，江西水利廳已啟動防汛Ⅲ級應急響應。

曼玲

【本報訊】據新華社成都十日消息：8 日，在四川省成
都市召開的全國加強鄉鎮紀檢組織建設工作推進會上，中央
紀委副書記黃樹賢說，各地要認識到加強鄉鎮紀檢組織建設
對加強基層黨風廉政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意義，
着力抓好換屆後鄉鎮紀檢組織領導班子建設和基層紀檢幹部
能力提升，推進鄉鎮紀檢組織規範化建設。據了解，部分地
區在探索推進鄉鎮紀檢組織建設取得了一些經驗。

燒秸稈惹禍 黃霾鎖金陵
【本報記者陳旻南京十日電】今天早晨，南京
尹女士起床後拉開窗簾嚇了一跳：霧霾漫天，城市
在土黃色天空的映襯下若隱若現。尹女士說，農諺
道 「人黃有病，天黃有雨」，難道老天爺病了？南
京環保局指，惡劣空氣主要為焚燒秸稈所致。
江蘇氣象台今日 11 時發布霾黃色預警：南京、
鎮江、揚州和蘇州已出現能見度小於 3000 米的霾並
將持續。由於污染物顆粒較多，導致天空呈現土黃
色，空氣略感刺鼻。
南京環保局今天下午緊急通報稱，昨日巡查時
發現 3 處秸稈焚燒火點，初步分析為霧霾天氣江蘇

上世紀 90 年代初，廣東曾拍攝過一部
轟動全國的電視連續劇《外來妹》，引起
全社會對城市外來人員的關注。二十年過
去，雖然 「打工」的形式發生了深刻變化
，但劇中對 「城鄉衝突」的探討，卻從未
過時，如何讓農民工融入城市，仍然是當
下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不可迴避的難題。也
因為如此，在增城 「
6．11 事件」一周年之
際，重新探討完善流動人口社會管理，便
顯現出樣本意義。
稍可欣慰的是，記者在回訪增城中發
現，一年前在打、砸、燒中形成的城鄉激
烈對抗，如今已基本撫平痕跡。事實上，
這一年，無論是增城大墩村還是整個廣東
省，都有針對性地推出了多項措施，從積
分入戶、選舉外來工人大代表、從外來工
中選拔公務員，到實施外來工上大學 「圓
夢計劃」等，由解決群體性事件引發了一
系列改革，提供了將 「壞事」變為 「好事
」的可能性。可以看出，作為敢為人先的
改革 「模範生」，廣東正在努力跨過 「這
道坎」，力爭為進入社會矛盾多發期的中
國提供嶄新鮮活的經驗。
然而我們應有清醒認識，冰凍三尺非
一日之寒。城鄉發展的不平衡不可能一夜
之間消失，多年來形成的各種壁壘也不可
能一朝摒除，外來人口的 「進城」路遠非
坦途。在不少地方，城裡人和鄉下人的身
份區別，依然是楚河漢界。戶籍制度的門
檻、用工制度的壁壘、利益呼聲的沉沒、
討薪歷程的艱難、社會歧視的冷眼，有形
無形地把 「異鄉人」推向城市生活的邊緣
地帶，造成了 「社會拒人、權利虧人、心
理貶人、文化傷人」的 「社會排斥」現象
，對流動人口的 「有罪推定」和政策高壓
也沒有完全消除。凡此種種，都是快速城
市化帶來的傷痛，而這些，絕不是給外來
工搞一點技能培訓或文娛體育活動，就可
以輕易填平。
檢討已有的改革措施可以看到，雖然
當局釋放出來的善意值得肯定，但很多政
策並未觸及公民權利的根本。以曾經萬眾期待的積分
入戶政策為例，主管部門設置了學歷、年齡、技能、
獲官方獎勵等細化規則，加上極其苛刻的限額制，與
其說是面向國民的入戶措施，不如說是選拔精英的
「跳龍門」。而從根本上說，所有這些條件和門檻，
與一個公民是否有權利獲得城市戶籍並沒有邏輯上的
合理關係。不難看出， 「嫌貧愛富，嫌老愛壯」的積
分政策，依然未脫離政府過於強調 「效率優先」的老
套思路，難怪推出後會遭遇上熱下冷、外來工並不
「
感冒」的尷尬。
要為城市化之痛療傷，關鍵就是要從更高層面上
進行公民權重建，讓所有人享受應有的社會 「紅利」
。這些最基本的原則落實到戶籍改革上，就是要使自
然人的合法居住權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公民權所保
障的所有權益都能夠平等實現。歸根到底，必須做
到公共服務均等化，讓人們自豪的稱號唯 「公民」
而已，憑藉這個稱號，人們不論生活於城市
還是農村，權益和待遇同一，到那時，
要在哪裡棲身就不再是一個讓人糾結的
難題。

鄭曼玲

「6．11」事件後，增城市提出將大墩村建設為 「全市村
一級社會管理服務的典範」，解決 「
市鎮服務管理不到位，村
級組織管理亂越位」的問題。措施包括解散 60 人的治安隊，
組建由新塘鎮派出所統一指揮的聯防隊作為駐村輔警。同時，
設立由市、鎮直接管理的 「
一站三中心」，將四站所負責的職
能從村委會中脫離出來，並獨立設點。
據了解，大墩村綜治信訪維穩工作站通過整合綜治、信訪
、司法等資源，協助解決轄區內矛盾；出租屋和流動人口管理
服務中心提供出租屋租賃備案辦理、代徵收稅費、居住證辦理
、免費房屋租賃中介，以及流動人員計劃生育管理服務；工商
企業和社會事務管理服務中心設置了工商、人社、計生、公安
等 20 個駐點便民服務窗口，各單位以常設坐席、輪席、綜合
坐席的形式入場提供服務；文體活動服務中心內設有社區志願
者服務站，以政府購買社工服務的形式，提供扶老助殘關愛、
社區居民文娛、青少年成長輔導等服務。
記者所見，設於同一院內的出租屋和流動人口管理服務中
心和工商企業和社會事務管理服務中心，採用開放式的櫃枱辦
理，工作人員亦有問必答。而據綜治信訪維穩工作站的工作人
員反映，設站以來，該站平均一月處理四宗求助，其中大部分
都是勞資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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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城市化之痛療傷

6．11 事件一周年 重訪增城新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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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江西都昌印山拍攝的高水位的鄱陽湖
新華社

浙江舟山防風未雨綢繆
據氣象部門預測，今年將有 3 至 4 個颱風影響浙江。當
地海事部門加強避颱水域船舶避颱秩序管理。舟山海事局執
法人員近日對舟山跨海大橋附近的錨地、船廠碼頭無動力船
舶的防颱措施落實執行情況進行檢查，舟山跨海大橋附近有
許多家大型船業公司。圖為走訪人員向船企人員講解情況。
【圖文：本報記者章紹龍】

李旺陽遺體火化安葬
確切死因待法醫屍檢結論

【本報訊】據湖南省邵陽市大祥區政府新聞辦公室消息
：6 月 9 日上午，湖南邵陽李旺陽的遺體應其親屬的要求，
在邵陽市神龍殯儀館火化，並在其妹妹、妹夫和親友代表參
與下安葬。
6 月 6 日清晨 6 時許，李旺陽被發現在邵陽市大祥區醫
院七樓一病房死亡。該院立即通知其家屬，並應李旺陽妹妹
李旺玲的要求，向公安機關報案，邵陽市公安局大祥分局立
即展開調查工作。為了準確確定李旺陽的死因，公安部門請
來全國著名法檢專家、中山大學法醫鑑定中心副主任、法醫
病理鑑定室主任、主任法醫師、醫學博士羅斌等四名專家，
於 6 月 8 日下午對李旺陽進行了屍檢，並邀請當地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媒體記者全程見證，全程錄像。
李旺陽，男，62 歲，大祥區人，1989 年 10 月 25 日因
「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 13 年，2000 年釋放，2001 年
9 月 11 日又因 「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判刑 10 年，2011 年 5
月出獄，因病在大祥區醫院住院治療。李旺陽身患糖尿病等
多種疾病，視力很差，耳聾。
據最先發現李旺陽死亡的醫院護士介紹，李旺陽頸上纏
着一條白布吊在病房窗前護欄上；據與李旺陽同室的病友反
映，李旺陽凌晨 3 點半左右站在窗邊，舉止怪異。
根據公安部門的初查，確認李旺陽身上沒有其他傷痕。
醫院走廊監控錄像顯示，李旺陽死亡前的當天晚上，除同室
病友、醫務人員以外，沒有其他任何可疑人員進出該病房。
該病房的防盜網也沒有被撬開的痕跡。
李旺陽的確切死因，有待中山大學的正式法醫檢驗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