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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绕开征地程序!低价"私占#集体土

地!又通过收买政府官员!高价倒卖给政府变身

"国有$!官商结成%利益输送$联盟&&&这起发

生在海南省东方市的土地腐败大案! 牵出包括

原市长'原市委副书记和土地'建设'城投等部

门负责人在内的
!"

名干部!发人深省(

近日! 东方市原市长谭灯耀被判刑
#$

年)

揭开这起土地腐败窝案! 笔者发现! 随着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地价一涨再涨!土地交易成

为%腐败高发区$!如何加强和完善土地审批和

监管制度!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集体土地!被私有" 市长审批变!国有"

这起%偷天换日$的土地腐败案被查处!得

益于当地群众实名举报)

!%%&

年
##

月! 东方市检察院收到八所镇

皇宁村群众举报! 反映村干部与东方市沐龙湾

农业观光开发公司总经理张延安等人勾结!以

每亩
'%%%

元左右的价格 %征地$

#%%%

余亩!又

以每亩
(

万多元转手卖给市国土局! 从中侵吞

巨额征地款!众多干部受贿)

接到群众实名举报后! 海南省反贪局成立

专案组!调查结果令人吃惊*在这起土地腐败案

中!最终立案侦查
)!

人!其中竟有
!"

名东方市

干部!不仅包括原市长+原市委副书记'原副市

长等市政府领导!市土地'建设'城投等部门负

责人也参与%分肥$!同时还涉及
#!

名村干部)

开发商和干部是怎样%分工协作$的呢,

原来!张延安买通村干部!通过非法转让方

式!从皇宁村拿到一块集体土地)

!%%&

年初!开

发商柳某得知东方市计划征用约
#%%%

亩土地

作为%储备用地#时!便与张延安密谋约定!他

%托关系#让政府%高价征用#!张延安以每亩
*+!

万元收取地价款!超出部分归柳某所有)

之后!柳某%托关系#向时任东方市市长的

谭灯耀推荐了张延安等人非法占有的地块!希

望谭灯耀%帮助#将其列为政府%储备用地#) 几

个月之后! 市政府果然以每亩
(+$

万元的价格

%收储# 了皇宁村和小岭村合计
#%*(

亩的集体

用地)

据时任东方市交通局局长吴毓锋证实!谭

灯耀曾示意将柳某推荐的土地列为政府 %储备

用地#) 张延安也证实!征用土地是开发商柳某

找谭灯耀!并由谭灯耀安排吴毓锋办成的)时任

东方市副市长兼市城投公司董事长李显民也证

实!他带队查看了相关地块!随后让吴毓锋向市

政府打了征地报告)事成后!张延安付给开发商

柳某%合作利润#

!!%%

万元) 后者拿出
!"%

万元

作为对谭灯耀的%审批答谢费#)

按照我国土地法规定! 农业用地和集体用

地禁止出让) 从涉案官员结构看! 正是在市长

%授意#下!负责土地管理'审批'征用'建设等职

能部门领导%会意#!利用职务便利%一路绿灯#!

帮助开发商将非法占用的集体土地!通过%合法

审批#!高价倒卖给政府%收储#!相关领导干部

从中索贿'受贿金额全部在
#%

万元以上)

开发商!控制"干部 构筑!利益输送网"

%谭灯耀案#一审审判长伍柄霖说!开发商

之所以能在非法倒卖集体土地中获利! 关键是

通过%攻关#收买了东方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主要

领导) 那么!开发商是如何构筑%利益同盟#的

呢,

海南省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处处长刘亚铭

说!通过调查发现!东方市土地管理较混乱!很

多土地特别是集体土地都控制在私企老板手

中!老板为了让所占土地%合法化#!便千方百计

%控制#官员!最终借官员之手%合法谋利#)

要%控制#官员!开发商首先是%攀交情#)据

柳某介绍!

!%%$

年三四月份! 为促使市政府尽

快完成高坡岭风景区规划! 他通过关系找到谭

灯耀请求帮助) 之后!在谭灯耀的推荐下!该规

划很快完成!并报省里审批--两人的%交情$

由此开始!之后柳某送钱谭灯耀就收)

据了解! 东方市土地腐败窝案的官员们之

所以如此 %默契$ 地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利益

链!除了%利益同盟$外!还因为当地政风较差)

!%%&

年!时任副市长的李显民为了与谭灯

耀搞好关系!以汇报工作的名义将
#%

万元现金

送到谭灯耀的办公室)不久以后!李显民顺利兼

任市城投公司董事长) 谭灯耀承认! 在市长任

上!他收受下属的钱有
#!

笔!送钱的人包括副

市长'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以及交通'财政'环

卫等部门负责人)

在东方市!一些干部%跑官卖官$后!一定要

寻求%回报$!%回报$的重要出处仍然要靠土地)

土地拴紧了腐败官员的利益链)

私占土地问题突出 !土地腐败"急需整治

调查发现! 目前东方市私企老板乱占土地

问题比较突出)多年来!市政府通过招标挂牌方

式出让的土地很少!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也有限)

因为许多城镇土地被少数个体老板控制! 当地

一些国家和省级重点项目不得不从老板手中高

价买地)

东方市的情况在海南有一定代表性) 据海

南省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全面推进!各类投资开发项目越来越

多! 因土地征用引发的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

呈逐年上升趋势)

!%#%

年!海南省检察机关共

查办农村土地征用开发领域职务犯罪
*)

件
&%

人!分别较上年同期上升
!!+&,

和
#$+*,

)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曹锡仁

说!从一些案例看!征地程序缺乏透明度!征地

方式简单粗暴) 许多用地单位未经批准却先行

征用!甚至无视国家土地管理法规!直接与农村

基层组织自行确定征用土地的用途'范围'征地

补偿标准和农业人口安置办法等事项! 无形中

加大了因为土地问题而产生腐败的可能性)

曹锡仁建议! 当前急需加大对地方政府土

地监管权的监督!严格操作程序!明确土地交易

主体的权属)%应吸收失地农户代表参与征地监

督!公布收支账目!让土地买卖完全在阳光下运

行) $

海南省纪委执法办公室主任陈东柏表示!

在征地监管方式相对滞后的情况下! 纪检监察

部门应加强对土地开发领域的干部监督! 特别

要看审批环节是否依法依规! 有效防止官员插

手土地问题滋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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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网曝福建省龙岩市"最牛

公务员江进祥
!

年不上班工资照发#

引发广泛关注$对此!福建省龙岩市有

关部门就江进祥提出的市政工程地下

涵管有严重质量问题及其背后的腐败

问题!长期不上班是因为"被无限期停

职检查%等社会关注焦点作出回应$称

江进祥反映问题早有结论! 停职检查

不能成为其长期不上班的理由$ &

"

月

#$

日'广州日报()

在如潮的舆论压力下!*最牛公务

员#事件的谜底渐被揭开!但单纯的还

原事件真相并非终极目的!而厘清*最

牛公务员#事件中的*罪#与*罚#!才是

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 这起事

件是由,吃空饷%引

起的! 既然 ,吃空

饷% 已成事实!,吃

空饷者% 和 ,发空

饷% 者理应受到惩

罚$遍观法律条文!

断然没有因为申诉

问题得不到解决或

工作调动不如意就

可以不上班的规

定$ 申诉问题得不

到解决可以继续申

诉! 工作调动不如

意可以向组织反

应!岂能轻易以,不

上班也不敢辞退

我% 相要挟- 对于

,吃空饷%者 !依照

公务员法和公务员

处分条例! 早该开

除或辞退. 而对于

那些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的,发空饷者%

以及,宽容妥协%的

监管部门! 更应给

予严肃处理+

其次! 相关部

门既然已经承认江

进祥反映的问题属

实!承认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和业主单

位工作人员监管不

力! 并且相关责任

人员已受到处分 !

那么! 就不妨把这

些,相关单位%/,相

关人员%和,处理结

果%一一公布出来!

接受公众监督$ 而

笼统地回应! 不把

具体的腐败分子挖

出来! 不让腐败分

子受到应有的惩

罚! 莫说江进祥不

答应! 公众也不答

应$

再者!无论,最

牛公务员%是被,临

时停职%还是,无限期停职%!停职都是

不争的事实! 如果停职的理由仅仅是

因以,非代表身份%反映问题!显然于

法无据$其实!停职和调离岗都是对正

义举报者的打压和报复行为! 而为了

安抚被打压的举报人! 就让他享受了

!

年,吃空饷%待遇$ 这些玩弄权术的

打压者和报复者也应该受到严惩!否

则的话!谁还敢仗义执言- 毕竟!不是

所有举报人都能享受到,最牛公务员%

这般,特殊待遇%$

听说 ,最牛公务员% 已经开始上

班!但这起事件中的,罪%与,罚%尚在

纠结$ 该打谁的板子!应该有个说法!

岂能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