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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拍案

!

王 地

案后说法

一宗土地竞拍了3088万元，政府没有财力征地拆迁，将这些工作委托给开发商。开发商提出不缴纳土地出
让金，项目开发后与所花费用核销。项目开发完毕，开发商竟称花费4100余万元，高于竞拍价1000余万元———

荒唐！出让土地政府倒贴钱
!

本报记者 翟兰云 邓铁军

政府将土地!卖"给房地产开发

商# 不但没有拿到国有土地使用出

让金!下称国土出让金 "#反而还要

倒贴钱$世上竟有这等荒唐的事%这

一反常现象引起当地检察机关的注

意# 检察机关以此为线索侦破了系

列腐败渎职大案# 目前涉案的
!

名

官员均已获刑# 这是发生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上林县的事情$

暗度陈仓

发现"政府反欠征迁款#端倪

"#$"

年#上林县政府班子换届#

上届班子给新班子留下了一个头疼

的问题& 一宗土地竞拍了
%&''

万

元#项目已开发完毕#尚有
"(''

万

元国土出让金难以收回$究其原因#

这宗土地挂牌出让时并非!净地"$

上林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当年

政府没有财力征地拆迁# 就将这些

工作委托给房地产开发商$ 开发商

以此为由不缴纳国土出让金# 要求

项目开发后与所花费用核销# 政府

同意$但项目开发完毕#开发商竟称

花费
)$&&

余万元#高于竞拍价
$&&&

余万元$ 赔本赚吆喝的买卖上届政

府不做#双方一直僵持不下#这块烫

手的山芋自然落到这届政府手中$

!开发商为什么这么牛%" 记者

经了解得知# 这个项目叫寨柳庄旧

城改造项目!下称寨柳项目"#占地

$&*+'!

亩# 开发商是该县龙盛房地

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下称龙盛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叫覃孟革$

该县检察院找相关部门了解情

况#得知当时该县几家地产商拖欠国

土出让金
$+",

亿余元#导致一些重大

项目无法推进#于是提出!检察院民

行部门介入#帮助催缴"建议$相关部

门采纳#并提供了一份欠缴国土出让

金清单$ 干警找开发商了解情况#并

到县国土局收集材料#发现拖欠原因

有三&政府的原因#土地挂牌出让后

开发商没能拿到地' 开发商的原因#

以各种理由故意拖欠'个别公司其他

原因$对于第一种情况#该院督促相

关部门尽快履职$ 对于第二种情况#

干警劝开发商尽快缴纳#否则该院将

督促起诉$存在第三种情况的主要是

龙盛公司#其没有缴纳国土出让金就

拿到了(国有土地使用证)等相关证

件*办理了相关手续$

该院建议相关部门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 !清理拖欠国土出让金行

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即民行部

门介入催缴#调取相关资料#反渎部

门同时跟进# 初查是否存在渎职行

为$干警调阅了该公司账目及国土*

住建等部门一系列审批* 发放证件

的相关材料# 发现相关部门官员存

在明显渎职行为# 该院遂向南宁市

检察院反渎部门汇报情况# 并将案

件线索上交#启动侦查一体化机制$

借力打力

突破
!

人系列腐败渎职案

!为什么将线索上交南宁市检

察院#启动侦查一体化机制%"上林县

检察院介绍#此案涉及县国土*住建

等实权部门# 可能牵出很多实权人

物# 如果没有上级检察机关的支持#

单靠该院力量#难以顺利查下去$

南宁市检察院立即派员前往该

院#与该院干警一起初查$他们首先

询问了龙盛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覃

孟革# 覃孟革承认在开发寨柳项目

过程中# 其公司存在向相关国家工

作人员行贿的行为$ 南宁市检察院

干警将覃孟革带回该院进一步询

问#上林县检察院干警一起前往$

事实证明#检察机关借力打力的

办案策略十分正确$回到南宁#面对

两级检察干警的询问#覃孟革压力陡

增#上林县检察院果断以单位行贿罪

对其立案侦查$覃孟革陆续交代了其

公司向多名国家干部行贿的事实$该

县政协副主席兼寨柳项目协调小组

副组长韦桂龙# 国土局局长韦连茂*

副局长李覃其*黄长远#住建局局长

李道发*副局长谢剑政#房管所所长

覃义文受贿*渎职等系列案随之浮出

水面$龙盛公司副总经理李明才也因

单位行贿罪落网$

最终# 南宁市检察院以受贿罪

对韦桂龙立案侦查#以滥用职权*非

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受贿

罪对韦连茂立案侦查# 并指定邕宁

区检察院以滥用职权* 受贿罪对李

道发立案侦查' 上林县检察院以滥

用职权*受贿罪对李覃其*黄长远和

谢剑政立案侦查# 以受贿罪对覃义

文立案侦查# 以单位行贿罪对李明

才立案侦查$

两级检察院通力合作#龙盛公司

欠缴国土出让金的内幕逐渐被揭开$

环环行贿

"##

万财物欲换巨额利益

检察官介绍#

"&&!

年
"

月#龙盛

公司以
%&''

万元中标寨柳项目#县

国土局与该公司约定竞标时缴纳的

竞买保证金抵作国土出让金#且在合

同签订
$"&

日内分
%

期付完全部

%&''

万元国土出让金$ 龙盛公司无

力支付#覃孟革找韦连茂*李覃其沟

通#请求国土局先为其公司办理国有

土地使用证# 以便到银行抵押贷款#

并以公司先行垫付的拆迁补偿费等

冲抵本应支付的国土出让金$二人为

该公司办理了 (国有土地使用证)并

与其签订缴纳国土出让金合同补充

协议#约定该公司用拆迁补偿款等冲

抵国土出让金$这其中#韦桂龙!功不

可没"#龙盛公司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他都积极帮助协调处理$

"&&(

年# 龙盛公司为获取更大

利益#向县住建局打报告#请求将寨

柳项目建筑容积率从
"+&

提高到

%+,

#局长李道发明知该公司没有补

交国土出让金# 且县政府尚未同意

审批的情况下# 安排副局长谢剑政

等人给其办理了相关手续# 并重新

核发了(建筑施工许可证)等证件$

"&$&

年至
"&$"

年#龙盛公司在

商铺抵押和商品房预售过程中#因

为县房管所所长覃义文的帮助 #该

公司很快成功办理了证件手续和一

房二卖预售登记等事项$

为表示感谢# 覃孟革经与李明

才商量#先后送给韦连茂价值
$"

万

余元的房子一套*

$"

万元现金#李覃

其
'

万余元建筑材料 *

"+(

万元现

金#李道发
*&

万元好处费#谢剑政

价值
%*

万余元的房子一套*

$&

万元

现金#韦桂龙价值
)'

万余元建筑装

修材料*

$&(

万元现金# 覃义文好处

费
$'

万元$龙盛公司!出了血"#是为

了求得更大回报$最终#该公司通过

虚报*冒报等方式#将征地拆迁款等

费用提高到
)$&&

余万元$

"&$&

年#

县政府组织国土*建设*财政等部门

复核这一费用#时任国土局规划股股

长的黄长远是复核成员之一# 覃孟

革*李明才商量后送给他
$

万元$

检察官感叹& 龙盛公司环环行

贿#用
%&&

余万元财物#欲换得巨额

非法利益#算盘打得太如意了+

"&$,

年
"

月
$,

日#李覃其因滥用职权和

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李

覃其上诉#案件目前正在二审阶段$

此前#韦桂龙*韦连茂*李覃其*李道

发*谢剑政和黄长远因受贿*滥用职

权等罪名被判处十四年至六年零六

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覃孟革*李明

才因单位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和二年$截至发稿#记者获悉检察

机关已帮该县政府追缴国土出让金

$+$!

亿余元$

表现各异

涉案人员众生相令人深思

在这一系列腐败渎职案件中 #

职务最高的韦桂龙出身行伍# 转业

后先后任上林县副县长* 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等职#一直协

管或者协调公检法# 每年都到县检

察院视察$干警们至今还记得#有一

次他看到审讯室中犯罪嫌疑人坐的

椅子是软包的#来了兴致#坐上去双

手分别扶着两边的扶手#抬起身子#

低着头左右看看#不停地说!感觉不

错*不错"#反复几次$没想到一语成

谶#

,(

岁时他因涉嫌受贿罪终于坐

上了!感觉不错"的椅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韦桂龙受贿

主要是为了开发!中华民国莲花山宝

库"$ 他交代#

"&&,

年他从一位 !高

人"处了解到#国民党撤出大陆时很

多资产没带走#包括黄金*美元*玉器

等# 其中一部分留在附近莲花山上$

他与这位!高人"约定一起开发宝库#

结果受骗$ 虽然他早已觉得被骗#但

因!钱来得不正当#怕被查#再加上心

有不甘#不愿意相信此事是假的"#导

致越陷越深$案发后经查#这位!高

人"竟是农村一个文盲$

谢剑政受贿是为老婆治病 #老

婆去世后他交了个女朋友# 女朋友

不愿住!前任"住过的房子#他就向

龙盛公司要了一套!婚房"$检察官

查封这套房子时# 工人正在装修#

!如果案发晚两个月#他就又一次当

上新郎官了"$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

谢剑政十分迷信#经常请人看风水#

并根据风水先生的指点修祖坟$但

因为老家人与邻居有矛盾# 邻居将

他家祖坟的墓碑打碎了# 他便将自

己的牢狱之灾归结于此$

李道发为龙盛公司办理提高建

筑容积率手续时# 覃孟革口头答应

给
,&

万元好处费#但事后只给了
"&

万元$李道发调任民政局长后#覃孟

革不想继续给钱#每次李道发要钱#

她都搪塞#但李道发说!我帮你挣了

那么多钱#给这点还多呀"$无奈#覃

孟革只得兑现了承诺$

韦连茂更有个性#检察官将他带

到看守所羁押时#他指着看守所占地

说&!这块地是我批的+" 检察官哭笑

不得#对监管干警说&!看守所用地是

他批的#你们对他好点+"

检察官对记者说# 尽管受贿情

节各有不同# 受贿者进入看守所的

状态却惊人相似&形容枯槁#痛苦不

堪$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覃孟

革进看守所时约
$$&

斤#

%

个月后长

到
$%&

斤#皮肤也白了许多$他对检

察官感叹道&!进来后我不用再去应

付各种关系了#还有很多时间看书#

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

行受贿者在看守所中截然相反

的状态和感受#令人深思+

当明星还是做教师，你得选一个

#吃空饷$是个老话题%我们常见

的& 有 '旷工饷()冒名饷(#死人饷(

**以及很多其他名目的#吃空饷(&

以往吃者芸芸& 在国家三令五申下&

情况有所好转&但远没有绝迹+

最近& 因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副

教授乔木发布微博实名举报知名主

持人何炅在学校)吃空饷$&从而让

)名人饷$自成一派&又加入了)吃空

饷$武林大会&虽然)名人饷$貌似没

有其他几种那么恶劣& 但对社会的

震动可一点也不小%

劳者得酬,在岗取薪&天经地义+

然而&'吃空饷$却屡屡挑战这样的共

识&不仅流失了公共财政&更侵蚀公

众信任+不管何炅到底是'吃空饷$&

还是'被吃空饷$&他这次都触动了公

众'恨不公$这根敏感的神经+

在很多人眼里&明星是明星&教

师是教师&即便排除占据编制,违反

相关规定等体制上的障碍& 两个角

色之间也必须有边界& 不能混为一

谈&学校聘请明星任正式教职&一定

是损害教育的利益交换+

这个观点有人不赞同&举出去年

美国学界一起知名'吃空饷$事件来力

挺何炅+ 事件主角是大名鼎鼎的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纽约

城市大学决定以高薪从普林斯顿大学

把克鲁格曼给挖过来& 而克鲁格曼对

此也欣然接受+ 纽约城市大学提供的

合同规定& 克鲁格曼只需要做很少的

事情.//第一年几乎什么都不用做&

第二年仅需开设一门并不繁重的课

程&并参加一些学校的重要活动+而这

份合同开出的年薪是每年
""+,

万美

元+通常情况下&纽约城市大学给正教

授的工资最高为年薪
$$+*

万美元&而

客座教授为一学期
%&&&

美元+

举这个例子的人& 其实忽视了

本国国情+我国高校编制内领工资的

老师&大概分为教学,研究,管理三类

岗位&何炅不管属于哪一类&都应该

来上班&才能占有编制,领取工资+公

办大学教师的基本工资来自财政拨

款&即税款+根据我国0事业单位人事

管理条例1&长期请病假或事假的&需

要作病退或辞职处理+连续旷工超过

$,

个工作日& 或者
$

年内累计旷工

超过
%&

个工作日的& 事业单位可以

解除聘用合同+

我们不否认何炅在北外承担)形

象宣传()影响力推广(等任务方面为

学校所作出的努力&从为学校赚口碑

获名誉方面&聘用明星担任)名誉教

授()顾问(等高大上的名头&提升学

校吸引力&本无可厚非+而让我们真

正感到异议的&是正式教职不该让那

些长期不来上班的人担当+ 表面看&

占用教职工名额&何炅损害的是北外

副教授乔木等该校一干教师的利益&

而实则伤害的&还是所有遵守规则和

秩序的普通公民的情感+

如果我们再多问几句& 何炅为

北外究竟做了哪些工作2 何炅的主

持工作与他作为北外教师的身份有

关联吗2 恐怕校方及何炅本人就会

很尴尬难以作答了+

作为社会公众人物& 明星担负

着重要的公共道德和公共责任&理

应成为制度规定的率先垂范者+要

么依纪依法,履职尽责3要么放弃编

制&到社会的洪流中当个真正的'弄

潮儿$&二者只能权衡选一+与其'抱

残守缺$&被人指指点点&不如突破

传统观念&大胆迈出一步&做一个没

有编制的'纯娱乐工作者$+

好在& 何炅是个明智的明星&他

不一定真心想放弃北外教师这个受人

尊敬的岗位&但他却深谙中国'鱼和熊

掌不可兼得$的做人处世之道+他按照

明星遭遇信任危机时的公关套路&走

了一步'十动然拒$棋&'十分感动&然

后拒绝了母校的留岗挽留$&想必还能

挽留住大部分喜爱他的粉丝吧+

戾 气
一辆越野车多次按喇叭# 电动车女

司机上前抱怨了几句# 不料遭到越野车

司机一阵暴打$湖北武汉
%*

岁的苏女士

介绍#

,

月
$*

日晚
(

时左右# 她骑电动

车经过鲁磨路公交车站附近时# 后面一

辆越野车开始连续按喇叭$ 坐在电动车

上的儿子才两岁半#当时就被吓哭#于是

她下车去抱怨了几句$ 当她重新骑上车

时#越野车司机突然追了过来#将她从电

动车上拽下#殴打了近
,

分钟$

!我感觉头不停地被捶打#人当时是

蒙的$"

,

月
$!

日记者看到#苏女士左边

太阳穴附近#红色的伤痕仍很清晰$她头

部鼓起了两个大包# 两边膝盖也都受了

伤#!膝盖是被打后摔地上弄伤的$"两名

路人证实了苏女士的说法$!有人过去拉

司机#但没拉住$"目击者李女士称#苏女

士当时也在反抗#但几乎没用$看到打人

情景她很害怕#拍下了越野车车牌#并报

了警$ 另一目击者王先生称#!小孩也被

打了一巴掌#摔了
$

米多远$"一名年轻

男子拍下视频#移交给了警方#目前关山

派出所已介入调查$

摘自
$

月
%&

日$楚天都市报%

又是一顿暴打+不知道现在的人&为

什么这么急2不知道现在的人&为什么爱

生气2

前一段关注女司机被暴打事件&熟

悉了一个词叫戾气+查了一下才知道&中

医学里有戾气一说
-

是和正气相反
-

和邪

气相对应的+戾气有很多种&戾气可引起

相应的疾患& 而且通过空气传染或直接

接触传染&即可散发&又可成流行之疫+

可见戾气是可以传染的& 可以说是一触

即发+0诸病源候论1 中说4#人感乖戾之

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

暴戾之气实际上就是一种残忍&是走

极端的一种心理+看到这些杀气重重的事

件&让人想到做这些事的人&心理该是多

么阴暗+仅为了斗斗气&就下如此狠手&心

里那一刻理性应该是不复存在了+

人为什么会丧失理性2我想&就如同

疾病的发生一样+ 当一个人自身元气不

足的时候& 外在的戾气才会引起你身体

的病变+一个人如果心里有信仰&或者是

相信真理的存在&哪怕是相信人间有爱&

相信人人的平等+ 还怎么会挥动自己残

暴的双手呢2

明朝的张居正在0论决重囚疏1一文

中写到4#冤愤不泄&戾气不消+(然而&该

有多大的冤愤让你迁怒于路人& 迁怒于

妇孺呢2人应该有正气&应该有朝气&应

该很和气+这样你自己活舒服了&别人也

不难过&这样的人生岂不是很美丽的吗2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会遭遇到这

样那样的不如意+ 但迁怒于人无助于事

情的解决&相反却旧事未了新事又现&烦

恼不止戾气不绝+在恼怒的时候&跳出来

看看自己&就像观看一个陌生人一样+你

会不会觉得自己也很可笑+ 让你的心安

静下来吧&当你用善意去关注他人时&这

个世界也会对你充满善意+

&本期坐堂'张笑(

明知渎职和受贿犯罪好似一对

怪胎& 如影随形& 但看到该系列腐

败渎职大案& 还是吃惊不小+

寨柳项目从立项开始& 到土地

价格评估, 招投标, 改变国土出让

金支付时间和方式, 办理各种建设

施工手续, 提高建筑容积率, 办理

商品房预售登记事项等环节& 相关

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力渎职, 受贿,

再渎职, 再受贿& 环环相连, 前赴

后继& 完全看不到内外部监督的影

子+ 到头来& 失去监督的权力在肆

意横行中& 摔坏了当权者& 伤及了

无辜+

如何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

制 & 防止权力滥用 2 建立分权机

制, 制衡权力运行3 实行民主决策

议事规则& 制约权力运行3 健全内

控制度& 规范权力运行3 强化外部

监督& 监控权力运行+ 在这点上&

上林县委的做法值得借鉴+

在查办该系列腐败渎职案件过程

中& 县委书记韦志鹏给予检察机关人

财物大力支持4 为让干警安心办案&

将分居两地的干警家属调回县城3 为

保证办案安全& 支持检察院招聘部分

司法警察 3

为防止此类

案件再次发

生& 建章立

制& 整肃吏

治+

亡羊补

牢& 为时未

晚+ 希望广

大当权者以

该系列案为戒&慎用权力&依法行政+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检察

院反贪局综合处处长 李焕南(

郭山泽
'

漫画

马菲菲
'

制图

检察干警做了大量调查取证工作&上林县相关领导听取了检察院的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