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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日，一则“副镇
长上任首日酒后身亡疑被劝酒过
度”的消息引发关注。这名“副镇
长”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
宾区，今年4月9日被兴宾区区委组
织部送到迁江镇报到。当地回应
称：确实在镇政府食堂喝酒，至于

“劝酒”的说法并不存在。
网上消息称，4 月 9 日上午，来

宾市 33 岁的公务员钟某飞到迁江
镇报到就任镇党委委员、常务副镇
长，次日一早，家属发现他死在几
十公里外的市区家里。钟某飞任
来宾市兴宾区招商局副局长已有
两年多时间，最近被上级任命为迁
江镇党委委员、常务副镇长。

迁江镇党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4月9日中午，这位副镇长确实是
在镇政府食堂用餐的，也喝了酒，镇
政府一名负责人也参加了，但没有
劝酒。到底是不是因为喝酒导致身
亡，现在还没有结论。“他本身是迁
江人，回到家乡工作很高兴，多喝了
几杯。”这位负责人介绍。

陕西靖边“北三社”700 平方公
里的煤海，被 3家民营公司“北京事
通恒运公司”、“北京联众博通科技
中心”、“陕西亿华矿业 3 家公司”，
获得其中 580平方公里的煤炭探矿
权。3 家公司获得探矿权后，随即
转让，获利超百亿。

2007年，3家民营公司从国土资
源部拿到“详查探矿权”。3 家公司
突破了种种政策限制，包括国家发改
委的总体规划限制，中石油的油气避
让限制，国土部的暂停审批探矿权限
制。当地盛传，能帮助民营公司突破
限制的，是一位周姓商人。

资料显示，国土部是以协议转让
的方式，将探矿权转给了3家公司，并
令其缴纳资源价款。2010年，3家公
司缴纳了不足10亿元的协议出让价
款后，旋于第二年转让公司股权，其
中两家公司获利上百亿元。

据多个消息源证实，3 家民企
中数名负责人已被抓，负责最初运
作此事的靖边县原政协副主席王明
光、靖边国资矿业公司法人王志东
等亦被控制。国土部相关官员等已
被带走调查。 （据《新京报》）

陕北煤田被“私有”
有人牟利百亿元

副镇长上任当天
被劝酒致死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近日成立不
动产统一登记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
室，全省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拉开
了序幕。省国土资源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等国土部相关政策出台后，广
东再制定实施细则，或将先在广州、
深圳开始试点，再在全省铺开。

不动产登记是指经权利人或利
害关系人申请，由国家专职部门将
有关不动产物权及其变动事项记载
于不动产登记簿的事实。去年 11
月 20 日，国务院提出“整合不动产
登记职责，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
度”，由国土资源部负责指导监督全
国土地、房屋、草原、林地、海域等不
动产统一登记职责，基本做到登记
机构、登记簿册、登记依据和信息平
台“四统一”，并将建立不动产登记
信息管理基础平台，推动建立不动
产登记信息依法公开查询系统。

有媒体报道，国土部已选择了
南京、宁波、郑州等城市作为试点，
但首批试点城市里没有北上广深一
线城市。 （据《南方都市报》）

广深两地或成试点
将启动不动产登记 除了检察官“仗义勇为”，老百

姓的举报能起到多大作用？据记者
不完全统计，2010 年至 2014 年公开
曝光的公检法司落马干部中，至少
有 40 人是因群众举报落马。马长山
认为，目前的“官民不互信”局面，影
响了老百姓监督举报的积极性。“没
有进入公众舆论的个人监督是很危
险的，这限制了普通人的监督举报。
只有让人们在监督时具有完全的安
全感，社会监督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
果。”他同时肯定，网络已经成为越来

越多的人实现社会监督的平台。
但学者认为，对司法人员的监

督，不能只依靠“拦轿申冤”模式。
陈光中认为，目前社会对公检法司
机关的监督作用，“发挥是不充分
的”。这位权威学者最后强调的是
司法机关的公开透明。“要加强社会
的监督作用，就需要扩大公众的知
情权。公检法司系统应当主动做好
信息公开，老百姓知道得越多，就越
能够发表建设性的意见。”

（据《中国青年报》）

“叔侄强奸冤案”启动追责

各地陆续出台治裸方案
“裸官”日增，中央、地方不断尝试各种管

治措施。今年 1 月，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对配偶已
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
国（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对象。此举被认为
是目前中央层面治理“裸官”最严厉之举。

事实上，各地已陆续展开行动，调整现任
“裸官”岗位。今年2月，中央第八巡视组指出
广东一些地方“裸官”问题突出。广东省委随
即研究调整配偶、子女已移居国（境）外的干部
任职岗位，省内多名处级“裸官”已被撤职。

反腐专家、北航教授任建明分析，无论是
禁止提拔“裸官”，还是调整“裸官”职位，都传
达了一种信号，即无论从政治忠诚考虑，还是
预防、排除腐败风险，中央、地方都将对“裸官”
严加纪律惩罚。

任建明建议，各地已实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
事项报告多年。凡属“裸官”，个人申报事项应全
部复查，并追查“裸官”将家属迁徙境外、购置物
业的资金来源；核查“裸官”是否持有境外居住
证、护照，最大限度地对“裸官”予以限制和震慑。

各地调整现任正职

今年3月，南方某市官员调整，多名担任正职
的处级干部被撤职，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是“裸
官”。内部人士透露，官方给他们两种选择，要么
退休，要么把家人迁回国内。

这只是国内整治“裸官”的最新一幕。2014年1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明确规定，对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
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对象。

这是目前中央层面治理“裸官”最严厉的管控
措施，意味着今后“裸官”基本上升迁无望。“裸官”
是否身处末路，如何防范官员瞒报“裸官”身份，都
有待进一步观察。

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日前称，调查组将对浙江张高平
叔侄冤案的原办理过程中公、检、法各部门办案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
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其中就包括案件审核
人——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她曾被称为“女神
探”。法学界权威学者表示，对司法的监督不应只依靠“拦轿申冤”。

专家表示，对司法监督不应只靠“拦轿申冤”

错案不是“女神探”一人之责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说：“坚持有错必纠，对

从申诉中发现的‘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等冤假错案，及时
与法院沟通，提出依法予以再审改判的意见。”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副主任、研究员屈学武认
为，造成错案并非一家，也非“女神探”一人。“从目前来看，我
国地方法院判案的独立性是不够的。”屈学武说，“像张高平
叔侄这样影响较大的案件，往往是由法院审委会决定的，最
后很有可能是由法院领导层拍板的。所以，追究这样的错
案，会牵扯到很多官员。”建立有效的错案追责机制没错，但
是，“一概而论、一竿子打到底”的错案追责，可能导致将来出
现“反效果”。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4月9日
说，调查“并非只针对聂海芬一人”。法律监督不能只追责一
个“女神探”，而应成为制度性安排，这已是学者的共识。

“总体上说，检察院监督公安和
法院是比较难的。”在采访中，刑诉法
学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
中直言不讳。“张高平叔侄冤情得申，
得益于检察官张飚的负责。”陈光中
对记者说。但张飚查案也遭遇了多
年的阻力。公检法“亲如一家”、法律
监督“下不了手”，正是多年法学界诟
病所在。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马长
山认为：“检察机关是处理公检法职
务犯罪的，但是，公检法之间经常形
成一个‘共同体’的意识。这实际上
很不利于法律监督。在一些地方的

公检法部门，只有出了掩盖不了的大
事，才会相互监督。”

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检察机
关对案件的监督只能是建议或者抗
诉。陈光中教授说：“现在很多人
说，要强化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但我
认为，检察机关的权力太大，也会产
生职能分工的问题。强化权力，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检法三家的
关系应当是‘配合与制约并重’。”因
此，他强调，公检法的关系，应该由
侦查中心制转向审判中心制。“法庭
的审判、证据都要公开透明，证人也
要到场。”

监督司法不能只靠“拦轿申冤”

如何避免公检法“穿一条裤子”

如何鉴定一名“裸官”
堵死“裸官”升迁之路后，如何确认一名

“裸官”，就成了重中之重。
事实上，多名落马官员曾瞒报“裸官”身

份。2013年10月，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
辉在广州出庭受审，检方指控，其涉案总金额
达到1.7亿。《中国青年报》报道，吴湛辉其实是
一名“裸官”，但并没有影响到他的仕途，甚至
组织人事部门都不了解、掌握相关情况。2007
年，吴湛辉被任命为东莞市政府秘书长。2011
年10月，他被省委组织部列为拟提拔市领导职
务人选差额考察对象并予以公示，其间遭举
报，经查实，才发现吴湛辉已是“裸官”。

对此，任建明建议，对领导干部报告的个
人事项，凡是关键岗位、一把手、重要部门领导
职位，应全面实施复查。此外，不如把步子迈
得更大些，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公开，让社会公
众来一起监督。

“裸官”是否真正身处末路，我们拭目以
待。 （据《重庆晚报》）

“裸官”显著增多
2012 年 8 月，时任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的欧林高被广东省纪委双规。随后，办
案人员从其住处查获大批现金、奢侈品和名
贵字画，装满一辆商务面包车。为清查暂扣
的1700万元赃款，银行派来8 名专业点钞员，
连续工作12小时，烧坏了3台验钞机。

2013年1月，欧林高被“双开”。经查实，欧
林高早在上世纪90 年代初就已成为“裸官”。

《广东党风》杂志披露，欧妻方某1992年移居香
港，长女1994 年移居香港，次女1993 年在香港
出生，儿子1997年在香港出生，家人全部具有境
外身份，在境外购置房产，常年在境外生活。

此外，欧林高家庭存款大多在妻子名
下。 在境内的账户，只有一张工资卡，常年
没有动，唯一一笔交易，是转了一笔钱给妻
子，且金额不大。欧林高很多受贿行为也是
在境外完成，给案件调查带来困难。

近年，贪腐案发官员中“裸官”比例显著
上升。相关案例统计显示，国内“裸官”多在
北上广深及华侨众多的江浙、福建及广东沿
海城市。

官方给两种选择：要么退休，要么把家人迁回国内

“裸官”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