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自焚煽動者痛悔罪孽
曾受訓流亡藏獨回國鼓吹自焚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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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2月8日，青海省黃南藏族
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普化故意殺
人、煽動分裂國家一案公開開庭審理並當
庭宣判，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
權利二年。普化在審判前接受新華社記者
採訪並表示： 「如果我有機會再回到家鄉
，我會告訴所有人自焚是愚蠢的行為。」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八日電】十八大後深圳保
持高壓反腐態勢，繼前副市長梁道行以及衛人委主任
江捍平之後，日前再有高官因工程貪腐落馬。深圳市
檢察院今日通報，深圳建築工務署副署長葉虔（圓圖
）已於6日被執行逮捕，目前案件仍在偵查中。有消
息人士稱，葉虔被查事因牽涉梁道行案，涉嫌行賄買
官且與大運會工程受賄違規招標有關。

深圳市檢察院今日發布消息稱，根據深圳市紀委
移送的線索，該院於1月28日以涉嫌行賄罪、受賄罪
對深圳市建築工務署副署長葉虔立案偵查。經依法報

請廣東省檢察院決定，葉虔已於2月6日被執行逮捕，
而在同日被執行逮捕的還有深圳市衛生和人口計劃生
育委員會原主任江捍平。

大運工程違規招標 「開路」
資料顯示，葉虔為廣東龍川人，1999年左右開始

擔任南山區城市建設中心主任、南山區建設局局長，
2007年調任深圳市建築工務署副署長，分管財務處和
大運會工程管理處。據公開信息顯示，葉虔於去年11
月曾先後到兒童醫院、新明醫院以及實驗學校中學部

等擴建工程檢查工作。
據記者了解，葉虔被查事因牽涉原深圳副市長、

深圳大運會執行局局長梁道行案。知情人士透露，早
在梁道行任南山區委書記期間，時任南山建設局長的
葉虔在相關工程招標等領域曾在梁的授意下，為相關
商人違規招標 「開路」。

南山區多名高官先後落馬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梁道行於去年12月1日被深

圳市紀委調查，而在其落馬前後半年時間內，深圳南
山區多名高官因貪腐落馬，先後有原深圳市南山區政
協主席溫玲、南山街道辦書記黃亮、深圳大運會執行
局原副局長趙廣華、科匯通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
王建彬、前董事長李慶傑以及擔任梁道行秘書的原南
山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韓江等人被調查。此外，於去年
12月中旬被調查的深圳衛人委主任江捍平也曾在南山
區任職，先是南山區人民醫院院長，後調至南山區和
深圳市計生、衛生系統擔任要職。

知情人士稱，梁道行 「落馬」後，向審訊人員曝
出江捍平和葉虔曾向其行賄買官，而上述官員的落馬
多與大運會工程有關。據了解，梁道行在2009年退休
時出任深圳大運會執行局局長一職，負責大運會籌備
、組織工作。為辦好大運會，深圳財政投入上千億元
，包括軌道交通、場館建設以及樓群美觀等基建項目
，其中包括大運中心、大運村等13個大型場館以及周
邊配套市政工程，均由深圳建築工務署負責。

據了解，深圳市建築工務署為直屬市政府管理的
事業單位，主要負責政府投資工程項目的統一建設管
理工作，其中包括除深圳灣觀海橋之外已完工的深圳
濱海休閒帶，正在施工的前海填海區，以及將於今年內
上馬建設的深港重大跨境工程蓮塘／香園圍等項目。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八日電】廣州楊
箕村已搬遷的村民挖 「護城河」圍逼留守村
民事件引起關注。目前廣州市越秀區政府已
派專項工作組進駐，春節期間照常值班，保
障留守戶的供水供電。該工作組今天透露，
在去年底有16戶留守戶，到目前已先後有11
戶完成簽約或達成協商，僅剩5戶堅守。工
作組將繼續通過對話協商的方式與留守戶談
判，爭取在2014年年中之前讓部分村民實現
回遷。

據楊箕村改造專項工作組介紹，楊箕村
動遷工作僵持已兩年，截至昨日，已有
99.6%的村民按照改造補償方案簽訂協議，
但仍有5戶村民共11棟房屋未簽協議，繼續
留守。導致原定今年完成回遷的計劃嚴重延
誤，已簽約戶對此表示強烈不滿，接連三次
在村中集會對留守戶進行施壓。近日更在留
守戶周邊挖出深兩三米、寬約兩米的壕溝。
對此，該工作組已安排工程隊平整，更為留
守戶出入通道鋪上磚頭，保障其出行。

該工作組負責人表示，春節期間他們將
照常值班，上門檢查水電供應情況，同時呼
籲搬遷戶與留守戶雙方保持理性克制，依法
依規表達訴求。在去年廣州市中院二審開庭
審理楊箕村改造訴訟前，16戶留守戶中已有
8戶完成簽約；在二審開庭審理至判決的等
待期，成功與兩戶村民簽訂協議；近日又迅
速與另1戶達成協商，僵局正逐步解開。

該負責人指出，目前廣州城中村改造原
則是 「政府主導、村為主體」，從目前楊箕
村經濟聯社與留守戶雙方談判來看，由於此
前99.6%村民已簽訂補償協議，政府從確保
拆遷安置的公平公正出發，暫時無法滿足留
守戶所提出的全部要求。

【本報訊】據新華社青海黃南八日報道：2月8日
，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普化故意
殺人、煽動分裂國家一案，黃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檢察
院派員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普化及其辯護人等到庭
參加訴訟。法院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審理，充分保障了
普化的訴訟權利。庭審中，法庭為普化提供了藏語翻
譯，對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證據進行了調查、
辯論，普化及其辯護律師充分發表了辯護意見。

當日8時，27歲的普化在兩名法警的押送下步入
黃南藏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庭。剛入庭時，普
化雙手捏拳頭，神情緊張。公訴人宣讀漢藏雙語起
訴書時，普化時而搓手，時而摸頭、摸鼻子，偶爾點
點頭、輕微地嘆氣。漢語版起訴書宣讀完後，普化坐
回答法官的提問，並一一承認他所犯的罪行，並表
示自己很清楚殺生在佛教裡是最大的罪惡， 「五百個
輪迴都不能翻身。」

公訴人出示完多組證據後，法官詢問普化和辯護
人有無證據出示，雙方均表示沒有。

普化說，遊行示威時自己也感到不對，走錯了路
。參加自焚者葬禮、送了禮品，發表了一些不當言論
。通過審判，認識到這些都是不應該說、不應該做的
。自己的無知導致了目前的局面，後悔都來不及。普
化說，自己的所作所為對民族、對社會是一種犯罪，
並請求法庭給予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隨後來自青海
省法律援助中心的辯護人替普化做了罪輕辯護。

僧人：藏語翻譯得很好
12時30分左右，法官對此案進行當庭宣判，合共

執行有期徒刑13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普化當庭表
示不上訴。普化的親友及各界群眾100餘人旁聽了庭
審和宣判。

旁聽案件審理的吾屯上寺僧人洛桑三旦對新華社
記者說，此案的審理公開透明，翻譯得也很好。普化
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希望他能夠真正重新做人。

同日下午，黃南藏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
庭審理加德合煽動分裂國家一案，案情指2012年11月

，同仁縣多哇鄉發生多起自焚事件後，被告人加德合
與他人攜帶現金及物品前往自焚者的家中慰問期間，
向自焚者家屬及在場的群眾宣揚有關煽動分裂國家的
言論，其行為已構成煽動分裂國家罪。經法院審理後
，判處其有期徒刑4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法院同樣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審理，除了提供藏語
翻譯外，加德合及其辯護律師亦充分發表意見，充分
保障了加德合的訴訟權利。

粵原統戰部長被雙開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八

日消息：根據有關規定，中共中央
紀委對廣東省委原常委、統戰部部
長周鎮宏（圓圖）嚴重違紀違法問
題進行了立案檢查。經查，周鎮
宏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
利益，收受賄賂；收受禮金、貴重
禮品；對茂名市發生的系列嚴重腐
敗案件負有主要領導責任；生活腐化。

周鎮宏的上述行為已構成嚴重違紀，其 中
有的問題已涉嫌犯罪。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的有關規定，經中央
紀委審議並報中共中央批准，決定給予周鎮宏開除黨籍
、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
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涉梁道行案 疑賄賂買官

據新華社西寧八日報道：在2月8日接受審判前，
普化在青海省一家看守所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採訪。
記者眼前的普化，是一個健談、孝順、略帶羞澀的小
夥子，很難想像他在青海黃南州屢屢發生的自焚事件
中扮演推波助瀾者的角色。

去年夏天普化兩次遇見多哇寺年輕僧人卓瑪傑，
向其講述四川藏區的自焚者是 「民族英雄」並鼓勵他
自焚。在普化的教唆下，卓瑪傑產生了自焚的想法。
2012年11月18日，卓瑪傑攜帶汽油、棉花等物品入住
同仁縣熱貢永慶賓館，為自焚作準備。好在趕來的表
姐華中措及時阻止，才避免了一場悲劇的發生。

自焚煽動者人云亦云
2012年以來青海黃南藏族自治州發生了多起自焚

事件，造成多人死亡。普化參加了多名自焚者的葬禮
，期間他還向現場的群眾和僧人說 「自焚行為對藏族
的自由、幸福有利，自焚的人越多，國際上越關注。
自焚者為了藏民族的獨立和自由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是藏民族的英雄。」

普化說，自焚者是不是 「民族英雄」他其實也不
明白，只是聽很多僧人、老者這樣講， 「如果我也這
樣講的話，別人就會尊重我。」他坦承，自己的話帶
有煽動性，給別人造成了傷害。

普化很慶倖卓瑪傑沒有自焚成功， 「要不然我的
罪孽就更深了。」

「如果自焚有好處，是英雄行為，大家就都去自
焚了，為什麼說這些話的人自己不自焚呢？」普化說。

受 「流亡政府」 有組織培訓
普化第一次聽說自焚是在印度。
普化家裡有10個兄弟姐妹，7歲他被送進了同仁

縣曲庫乎鄉達香寺學經，13歲出家為僧直到2005年。
當時他產生了去印度唸書的想法，並想見到達賴喇嘛。

2005年5月，普化從同仁坐班車到西寧，再到拉
薩，與在拉薩的兩位同鄉一塊找到蛇頭，每人付3000

元錢，偷渡至尼泊爾，後被蛇頭送到 「流亡政府」駐
尼泊爾接待室，之後輾轉到達 「流亡政府」駐地達蘭
薩拉。在當地，普化先到 「流亡政府」管理的 「比日
」學校學習漢語、藏語、英語和印度語。三個月後離
開學校到印度南部的甘丹寺當了一年僧人。從甘丹寺
出來後，普化又到達賴集團培養 「藏獨」骨幹的 「索
尕」學校學習了三年半。

在印度達蘭薩拉這幾年，普化看到聽到不少流亡
政府有關 「西藏高度自治，藏人治藏」的主張。他還
見過 「藏青會」的主要頭目頓珠拉達兩次。

2011年9月，普化在得知母親病重後回國。回國
後，普化通過網際網路QQ、手機微信等方式，與原
在印度 「索尕」學校的18名同學保持聯繫。在QQ群
、微信群內，經常交換信息，將藏區動態、自焚照片
等內容上傳。

普化回國後於2012年3月到拉薩的 「郎桑語言學
校」學習了兩個月漢語，回到家鄉後利用暑假在村裡
舉辦了免費的英語培訓班。之後普化到尖扎縣直崗拉

卡鄉孤兒院任聘為老師，利用其教師身份向學生灌輸
「藏獨」思想。期間，普化通過網際網路與在印度的

崗讚布等人保持密切聯繫。

達賴集團抹黑藏區現狀
普化現在很後悔這麼做。他說，在達蘭薩拉人們

都說中國不自由，司法不公正，藏區沒有電也沒有路
。但是普化回國後發現，這一切都是謊言。普化說：
「達蘭薩拉很髒，公共汽車也很是破舊，也沒有什麼

高樓。我回來發現同仁縣裡高樓很多，出租車也很新
。母親不僅參加了農牧民合作醫療保險，每個月還能
領取55元的牧區社會養老保險。」

談及未來的打算，普化希望能在同仁縣城和女朋
友一起開一家飲料店賣果汁、可樂和奶茶。 「但我知
道這會很難。」普化說。他知道，已犯下大錯的自己
將接受法律的制裁。

「如果我有機會再回到家鄉，我會告訴所有人自
焚是愚蠢的行為。」普化說。

自焚煽動案審理公開透明

深再有高官工程腐敗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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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建築工
務署負責政府投
資工程項目統一
建設管理工作，
圖為目前停工準
備重新招標建設
的 「爛尾」 工程
深圳灣觀海橋

黃仰鵬攝

▲8日，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普化故意殺人、煽動分裂國家案 中新社

▲記者在現場採訪法院開審情況 中新社

▲隨穗政府工作組進駐，備受關注的楊箕村拆遷村民
「內鬥」 事件得以緩解，但仍有5戶堅守 方俊明攝

【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黑龍江省伊春市委宣傳部證
實，關於伊春上訪女子陳慶霞事件，鑒於有關執法部門存在
執法過錯，伊春市帶嶺區將按照相關法律規定為其啟動國家
賠償。

在查清事實的同時，伊春市調查組對相關人員責任進行
了認定。對帶嶺公安分局主管治安工作的副局長魏連祥免職
，立案調查；對市公安局法制辦副主任楊久敏免職，立案調
查；對時任帶嶺區信訪辦主任、現任帶嶺區工會主席楊海峰
免職，立案調查；原帶嶺公安分局局長楊華因另案已被雙開
和追究刑事責任。

今年1月25日，伊春市委、市政府組成聯合調查組進駐
帶嶺區，針對陳慶霞的訴求展開全面調查。

經調查核實，2003年6月26日，帶嶺公安分局呈報並經
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根據宋立升違法事實批准對其勞動教
養一年零九個月。2003年6月30日，陳慶霞到伊春市信訪辦
上訪，以宋立升有精神病為由要求取消勞動教養。伊春區法
院於2003年11月2日作出撤銷宋立升勞動教養的判決，但帶
嶺區公安分局仍然對宋立升實行勞動教養所外執行，致使對
宋立升的勞動教養沒有及時中止。

關於陳慶霞反映2007年4月她在北京被接訪時孩子走失
的問題，經調查核實，帶嶺區的接訪人員處置不當，沒有將
其孩子一同接回，致使孩子走失，後雖經多方尋找，一直未
能找到。

此前據媒體報道，2003年陳慶霞的丈夫宋立升因破壞非
典檢查站欄杆被勞教1年零9個月。從2003年開始，陳慶霞因
丈夫勞教事件多次前往北京上訪，2007年陳慶霞的兒子在帶
嶺區信訪辦截訪時走失，至今下落不明。陳慶霞被送往伊春
市帶嶺區後對其實施1年零6個月的勞動教養。勞動教養結束
後，被當地有關部門安置在當地一所醫院的廢棄太平間的辦
公室內，被限制人身自由長達三年之久。

為夫上訪遭勞教拘禁
陳慶霞將獲國家賠償

造假案殺人深警被公訴
【本報訊】據廣州日報八日報道：深圳市檢方7日披露

，龍崗區龍新派出所民警李才坤，因在去年7月被受害人侮
辱謾罵，當時他受渴望升職所誘，便製造一宗虛假的搶劫案
，並將受害人當場擊斃。目前，李才坤已被檢方以故意殺人
罪提起了公訴。

該案被害人班某在2012年7月1日凌晨，因其堂弟報假案
謊稱被人打劫，被民警帶到龍新派出所調查時，與李才坤發
生口角。李才坤認為其態度囂張，且有犯罪前科，故認定其
不是好人，萌生殺意。李才坤遂於當日安排一名曾製作假證
件的女子假報警稱班某搶劫，自己則開槍擊殺班某，並偽造
犯罪現場。事後檢方發現案件疑點重重。經訊問，李才坤於
7月2日供述了犯罪經過。據辦案人員分析，李才坤是希望自
己能藉此有突出表現，在仕途上有好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