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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十七日電
】日前，深圳在大鵬半島生態保護區
申請建設的大型煤電廠項目獲得國家
能源局的批文，惹來廣東省、深圳市
政協委員的集體炮轟。隨後，消息在
網上傳開後，眾多民眾紛紛表達質疑。

備受社會各界質疑的深圳濱海電
廠項目，擬建設2台100萬千瓦超超臨
界燃煤發電機組，建成後將成為深圳
最大的燃煤電廠。不過，電廠項目規
劃的選址落戶於深圳生態保護區大鵬
半島內的壩光村。據悉，壩光村是深

圳最美的鄉村之一，古樹眾多，品種
珍貴。

據深圳媒體報道，廣東省政協委
員彭伊娜對此質疑稱，深圳為什麼違
反珠三角環境保護一體化規劃上馬燃
煤發電廠？據悉，《珠三角環境保護
一體化規劃（2009-2020年）》已經明
確：珠三角原則上不再規劃布點燃煤
燃油電廠。

她表示，該項目建成發電每年要
海運400萬噸煤到電廠作為燃料，運輸
、堆放、燃燒都會造成污染，還會加
重區域酸雨程度。另深圳東部本就有
核電站，且空留了機位，再建技術落
後的燃煤電廠不符合規劃要求。

疑劉鐵男落馬前審批項目
外界對於環保方面的質疑，深圳

能源集團回應稱，濱海項目將建設成

為環保節能型燃煤示範電廠。但頗為
蹊蹺的是，濱海電廠項目一度屬環境
敏感項目，因反對聲音強烈，一直未
能獲批，但今年初卻獲國家能源局批
覆同意開展前期工作。

2005年，該項目作為深圳壩光籌
建精細化工產業園供電項目開始謀劃
，但引來鄰近的惠州市政府站出來表
態反對。隨後，經過專題調研，結果
認為項目建設將對大亞灣區域大氣環
境質量產生負面影響。據悉，該項目
在長達數年的申請過程中，從未對外
公開徵求民眾意見。

有網友質疑，這個在生態保護區
內的煤電廠項目獲批，與日前因涉嫌
嚴重違紀被查的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劉
鐵男有關。劉鐵男卸任前3個月，審批
了50個以上能源項目，這其中就包括
濱海電廠項目。

地王頻現 房價勢再漲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十七日消息：中國國家行政學

院教授汪玉凱17日在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表示，高地價會
通過房價轉嫁給購房者，因此近期地王頻現，將成為房價下
一輪上漲的信號。

近月來，中國土地市場一反2012年上半年偏冷的態勢，
交投活躍，高單價和高總價成交的地塊陸續露臉。

4月10日，上海浦東新區唐鎮新市鎮一地塊以37.75億元
（人民幣，下同）的總價和18199元／平米的折合樓面價，
成為上海今年住宅用地總價和單價的 「雙料」地王。5月6日
，深圳房企兆佳業以超過2.5萬元／平方米的樓面地價製造
了廣州住宅地塊的單價新地王，幾日後，廣州番禺一商業地
塊再次拍出當地高價。

地方財政依賴土地收入
汪玉凱認為，天價地王頻頻現身並不正常。他指出，政

府如果能完全將土地出讓 「放手」給市場，就能在市場規律
的作用下，自然降低需求平抑地價，而非現在採用行政手段
，節節管控需求。他指出，減少地王、平抑房價最有力的方
式就是控制政府行為，改變土地財政。

汪玉凱指出，一方面，可以通過地方裁員的方式減少支
出，擺脫地方對土地財政的依賴。

而另一方面，則需要對財政體制進行改變。汪玉凱指出
，目前由於地方政府承擔了60%的公共事務服務，卻只有
40%的財政資金，財力與其承擔的公共事務不匹配。 「如果
說地方政府沒有可靠的財源、稅源，土地財政的問題無法從
根本上解決。」

【本報訊】據新華網合肥十七日消息：安
徽省望江縣17日公布了對該縣90後團縣委副書
記常駿生違規任職的處理決定，免去常駿生的
任職決定，免去其父常德的縣編辦主任職務，
並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5月14日，網絡曝出年僅22歲的望江縣團
委副書記常駿生不到一年時間即從池州學院學
生升任共青團望江縣委副書記。此後，望江90
後團縣委副書記的任職受到廣泛關注和質疑。

針對網絡曝光，望江縣迅速組成調查組介
入調查。17日，該縣公布的調查結果稱，常駿
生於1990年7月出生，2010年6月底畢業於池州
學院政法系專科。2010年初，常駿生同時報考
了池州學院專升本和安慶市 「三支一扶」招考
，並於當年6月被錄取為池州學院專升本歷史
系學生，同年7月又通過安慶市組織的 「三支
一扶」招考，並被審核確認為 「三支一扶」工
作人員，於當年11月安排到位於鴉灘鎮的望江
縣東方米業有限責任公司開展扶貧工作。

「動手腳」 助子一路升遷
調查結果顯示，常駿生在 「三支一扶」期

間違反相關規定，不僅擅自脫崗參加池州學院
專升本學習，而且向有關方面隱瞞其專升本學
習經歷，僅向所在的東方米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報告學習情況。常駿生父親常德違反檔案管理
規定，擅自從縣人才中心取走其子專升本檔案
資料。常駿生本人、其父親常德及東方米業負
責人在常駿生參加縣 「三支一扶」年度考核、
縣人社局事業單位招考、縣委組織部副科級幹
部招考時，也均未如實報告。由此造成組織人
事部門在招錄、公選中認定失誤。

鑒於此，望江縣委做出決定，取消常駿生
縣人社部門事業單位用人招錄資格；取消常駿
生參加縣委組織部門副科級幹部錄用資格，免
去其相應的職務。全額追回常駿生在 「三支一
扶」期間所享受的經濟待遇。免去其父常德縣
編辦主任職務，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對其
他相關部門的8名責任人也給予誡勉談話、通
報批評和免職等處分。

「我今年60歲了，血壓挺
高，妻女都在台灣生活，但我
這個年齡依然要選擇 『北漂』

。」周令飛對記者說。
一切的變化始於2012年7月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

魯迅文化基金會。在社會組織發育尚不健全的中國，
成立這樣一個以名人姓名命名的全國性文化基金會不
太容易。 「從提出設想，迄今7年多。直到2011年我
父親去世時，基金會尚未成立。現在真的成立了，算
實現了父親的一個遺願，也算我盡了點孝。」

從零開始營運基金會
與祖父和父親相似，周令飛是個執著且力求完美

的人。 「幾乎一切都是從零開始，從頭學起，比管理
一家企業難多了。」早年曾運營一家文化製作公司的
周令飛很感慨。

據他介紹，掛靠中國文聯的魯迅文化基金會比
2002年其父周海嬰發起成立的上海魯迅文化發展中心
業務更廣，意義也更深。為將業務逐步遷到北京，自
己甘當 「北漂」。 「去年剛到北京時，沒有辦公地點
，甚至我還得跑回母親在北京的家 『蹭住』，想想60
歲了，有些汗顏……」周令飛說。

他說，作為基金會的 「掌門」，自己現在是 「
714」工作制：每周7天無休，每天工作14個小時，清
晨5點30分起床，白天黑夜，在辦公室、車上、飯桌
上，到處都在工作……只為了一個目標──把基金會

辦好，不辜負社會。

魯迅不主張做 「白日夢」
在周令飛眼中，魯迅的中國夢充滿了對 「光明」

的渴望，對 「黑暗」的唾棄。 「魯迅一生追求光明，
追求一種公開、透明、公平、正義，追求一種全人類
的解放。」

周令飛在與基金會學術部的研討中發現，魯迅的
中國夢是：希望中國人有理想的生活，有理想的社會
，有理想的國民性。 「魯迅從來不主張做那些白日夢
、虛妄的夢，他一直倡導腳踏實地解決社會問題，他
認為 『人的問題』最重要，首在立人，人立則凡事舉
。」

「他強調， 『立人為本』，這個 『人』必須是獨
立的精神個體，只有當具有個體尊嚴和獨立思考能力
的人被確立起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中國的崛起和強
大才有可能。」

「個別年輕人不了解魯迅」
對周令飛而言，初生的魯迅文化基金會仍是一個

嬰兒。基金會的宗旨就是 「弘揚魯迅精神，推動中國
文化創新發展」。 「對於中國文化，我們的關鍵詞是
創新。」他說。

而今主持基金會工作的周令飛，管理着由 「50後
」至 「90後」共同組成的團隊，其中個別年輕人甚至
不太了解魯迅，不了解什麼是基金會。 「很難，但是

很有挑戰性，很有趣。」
根據周令飛和周海嬰早前的設想，以魯迅命名的

基金會，資金和理事會是由社會各界構成，因此，基
金會是大家的，決不能進行家族制的封閉管理和傳承
，而是要依靠現代化的管理，使魯迅精神、魯迅追求
的夢想得以一代代延續下去。 （新華社）

魯迅之孫60歲甘當北漂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北京十七日消息：一個

非營利組織17日發布調查報告稱：中國絕大多數同性戀和雙
性戀者在職場中沒有完全公開性向，眾多受訪者曾遭受基於
性向的職場歧視和不公待遇。

致力於倡導中國性少數人群平權的愛白文化教育中心今
年初發起 「中國性少數群體職場環境線上調查」，訪問2161
名受訪者，八成以上認同自己為同性戀。調查結果顯示，僅
有約6%的受訪者在工作場合完全公開自己的性向，近一半
受訪者選擇完全不公開，另有近一半受訪者僅向部分同事或
工作圈中的好友公開，45%的受訪者表示須花費精力在同事
和上司面前隱藏性向，不少受訪者因此曾經或正在考慮離職。

「出櫃前每天都很壓抑，要刻意掩飾，還要對人撒謊，
一直很累。」在某雜誌社工作的男同性戀心心（化名）坦承
，他已向部分好友和同事 「出櫃」， 「感覺一下輕鬆多了」
。他同時提到，出櫃後自己也遭遇了一些歧視性的言語或行
為， 「有人在廁所看到我就故意避開，還有人說我是變態。」

另外，過半受訪者曾被老闆、同事間開玩笑侮辱、冒犯
，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經歷了針對公司內其他同事的言論
攻擊，少數受訪者經歷過欺凌、性騷擾以及肢體暴力等情況。

報告認為，造成性少數群體在職場中面臨壓力與歧視的
主要原因是：企業內部沒有相關保護政策，且多數企業未意
識到建立多元化工作環境的必要性。報告呼籲，僱主應制定
反對性向歧視的章程，為性少數員工的伴侶提供福利，並倡
導和創造寬容和多樣的企業文化。

▲5月17日是國際不再恐同日。當天，來自北京、香港
、廣東等地的100餘名同性戀者在長沙河西大學城沿江
風光帶遊行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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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紀委書記、中央巡視工作領導
小組組長王岐山17日出席中央巡視工
作動員暨培訓會議時強調，要扎實做
好巡視工作，着力發現問題，形成震
懾，遏制腐敗現象蔓延勢頭。中央巡
視組要明確自身定位，履行監督責任
，當好黨中央的 「千里眼」 ，找出 「
老虎」 和 「蒼蠅」 。今年上半年，中
央巡視組將對內蒙古、江西、湖北、
重慶、貴州、水利部、中國儲備糧管
理總公司、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出
版集團、中國人民大學開展巡視。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北京十七日報道：王岐山指
出，巡視是黨章賦予的重要職責，是加強黨的建設的
重要舉措，是從嚴治黨、維護黨紀的重要手段，是加
強黨內監督的重要形式。

最根本挑戰來自黨內
當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形勢極為嚴峻

複雜，面臨的挑戰有的來自國際，有的來自國內，最
根本的還是來自黨內，不正之風和腐敗就是來自黨內
的挑戰之一。

王岐山強調，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要全黨
動手一起抓。中央巡視組要明確自身定位，履行監督
責任，當好黨中央的 「千里眼」，找出 「老虎」和 「
蒼蠅」，對違紀違法問題早發現、早報告。巡視工作
要突出四個重點：一是要圍繞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
鬥爭，着力發現領導幹部是否存在權錢交易、以權謀
私、貪污賄賂、腐化墮落等違紀違法問題；二是要在

貫徹落實八項規定方面，着力發現是否存在形式主義
、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問題，緊緊盯住
，防止反彈；三是要着力發現是否存在違反黨的政治
紀律問題；四是要着力發現是否存在選人用人上的不
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抽查幹部報告個人事項
王岐山指出，巡視工作要與時俱進、求真務實，

創新方式方法。中央巡視組要緊緊依靠各級黨委，密
切聯繫群眾，拓寬發現問題的渠道和途徑。要關口前
移， 「下沉一級」了解幹部情況，對領導幹部報告個
人有關事項進行抽查，提高巡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王岐山強調，打鐵還需自身硬。要加強巡視隊伍
自身建設，嚴格落實責任。巡視組組長不是 「鐵帽子
」，一次一授權。要嚴守政治紀律、廉政紀律、保密
紀律，嚴格落實八項規定，打造一支作風過硬的巡視
隊伍。

深圳生態保護區擬建煤電廠

▲擬建的深圳濱海煤電廠設計圖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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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者職場遭歧視

▲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王岐山（中）出席2013年中央巡視工作動員暨培訓會議並講話 新華社

王
岐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