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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鹏

两次强渡大渡河、三过雪山草地，他是长征的
参与者和见证者；离休后写下100万字的读书笔
记，到各地作报告1000余场次，他是革命传统的

“播种机”；走访贫困群众，资助失学儿童，百岁高
龄的他仍参加志愿服务。

在人们眼中，百岁老红军刘应启一生都在“长
征”。刘应启自己则说：“我这辈子最自豪的是认真
履行了入党誓言”。

刘应启1911年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1930年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老人
前半生戎马倥偬，经历大小战斗150多次。他至今
常常翻看《长征革命史》，拿着放大镜，细细地在照
片和文字中找寻70多年前的足迹。

1965年8月28日，刘应启离休了，他的新长征
也开始了。“离休40多年，他是离而不休。”扬州军
分区干休一所政委张怀森说。

1995年，是扬州市实施“希望工程”的第一年，
刘应启则是全市“希望工程”捐款的第一人。这一
开头，就坚持了16年。扬州军分区干休一所有一份
统计：刘应启先后资助的特困学生、困难群众共计
200多人，累计捐出了40万元。而正军职离休、每月
收入上万元的他，至今都没有存款。

在刘老的读书笔记中，我们读到了他的心声：
“万里长征是人民群众一程一程送过来的，革命胜
利是老百姓倾其所有支援取得的。任何时候都不
能忘了党的宗旨，要把群众疾苦放在心上，怀着感
恩的心服务人民、回报人民。”

一年夏天，干休所附近交叉口道路改造，每到
上下班高峰，人来车往，交通不畅，市民怨声载道。

刘应启跑到居委会要了一副“执勤”的红袖章
戴上，在马路边当起“义务交警”，接送孩童过马
路。每天起早摸黑，干得不亦乐乎。刘应启说，共产
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但不能享受特殊权利。共
产党人要为人民大众谋幸福，不能为个人家庭谋
私利。

“在老百姓眼里，党员就是党的代表。我已经
100岁了，更要保晚节、做表率。一言一行都要维护
好党的形象，一举一动都要为党旗争辉。”刘应启
说。 (据新华社南京5月15日电)

■红旗飘飘

刘应启：百岁老红军

“一生的长征”

焦裕禄是山东省淄
博市博山区崮山乡北崮
山村人，1922年8月16日
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

1962年12月，焦裕
禄调到兰考县，先后任
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兰考县地处豫东黄
河故道，是个饱受风沙、
盐碱、内涝之患的老灾
区。焦裕禄踏上兰考土
地的那一年，正是这个地区遭受连续3年自然灾害
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
平。他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在一年多的时间
里，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
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他
死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
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

焦裕禄

张秉贵1918年出生于
北京，11岁时便到纺织厂
当了童工。旧社会的苦难
经历，让张秉贵不堪回首。

张秉贵从1955年11月
到百货大楼站柜台，30多
年的时间接待顾客近400
万人次，没有跟顾客红过
一次脸、吵过一次嘴，没有
怠慢过任何一个人。

北京百货大楼当时是
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客
流量大，加之物资相对匮乏，顾客通常要排长队。
张秉贵便下决心苦练售货技术和心算法，练就了

“一抓准”“一口清”技艺。所谓“一抓准”，就是一把
就能抓准分量，顾客要半斤，他一手便能抓出5两；

“一口清”则是非常神奇的算账速度，经常是顾客
要买多少的话音刚落，他就同时报出了应付的钱
数。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张秉贵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就近期一些地方因
征地拆迁引发恶性事件，国土资源部日前下发紧
急通知，要求各地严格规范征地拆迁管理，坚决
防范查处强征强拆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
益。

国土资源部要求，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贯彻落
实中央规定，一把手亲自抓，配合政府和有关部
门完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措施。要督促市、
县政府对征地拆迁管理工作负总责，加强征地拆
迁工作指导监督。要严格征地拆迁管理，维护被
征地农民利益。实施征地拆迁必须在政府统一组
织领导下依法规范进行。征地中拆迁农民房屋要
给予合理补偿，并采取多种安置方式，妥善解决
好农户生产生活用房问题。要严格履行规定程
序，征地前及时就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和政策征求
群众意见；不得强行实施征地拆迁；对于群众提

出的合理要求，必须妥善予以解决，同时确保征
地补偿费用及时足额支付到位。

国土资源部强调，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要建立
应急预案，对征地拆迁中发生的突发事件，及时
分析原因，采取措施妥善解决，防止简单粗暴压
制群众，引发恶性和群体性事件发生。要积极探
索创新土地征收拆迁中化解不同意见的途径，改
进工作。与此同时，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迅
速组织，对正在实施的征地拆迁开展全面自查自
纠，重点检查征地拆迁程序是否严格规范、补偿
标准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安置是否落实，是否存
在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行为等。对发现存在程
序不合法、补偿不到位、被拆迁人居住条件未得
到保障或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等行为的，立即
予以制止，进行整改。对违法违规征地拆迁行为，
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国土部：坚决查处强征强拆
防止简单粗暴压制群众

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2008年开建一大型
高尔夫球场，占地几千亩。而2004年国务院办公
厅就下发了《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
明确要求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清理已建、在建
的高尔夫球场项目。国土资源部也三令五申，严
格禁止新建高尔夫球场。那么，石林县的高尔夫
球场，又是怎么建起来的呢？

世遗保护区石林旁建起球场

据了解，这个名为国际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
球场是由云南省圆通投资公司开发的。由于紧邻
石林世界遗产保护区，所以俱乐部也把这个当成
最大的卖点进行宣传。在石林国际乡村俱乐部的
宣传册上是这样介绍的：这座高尔夫球场是全球
唯一的54洞喀斯特地貌球场。球场占地一万余
亩，设有三个18洞国际标准球场。据了解，这个高
尔夫球场是2008年石林旅游度假服务区管理委
员会的招商引资项目。整个项目投资金额为8 . 5
亿元，开工时间在2008年。

违法用地从何而来

负责石林服务区的旅游配套设施以及项目
开发建设工作的石林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
高云华称，这些地是他们跟村集体和农户租用
的。在石林镇的小箐村，记者找到了一部分村民
出让土地的承包合同，上面写着甲方是云南省圆
通投资公司，乙方是小箐村村民，租金为每亩地
一年400元，年限为22年，每5年支付一次租金。

国家在2006年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
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禁止擅自将农用
地转为建设用地。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符
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
镇规划，纳入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并依法办理农
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禁止通过以租代征等方式使
用农民集体所有农用地进行非农业建设，擅自扩
大建设用地规模。

圆通投资公司和农民签订承包合同后，将农
用地作为商业开发，建设高尔夫球场，是典型的
以租代征行为。圆通投资公司明显违反了国家的
相关规定。

两名相关人员被停职

对于一个已经建成并开始营业的高尔夫球

场，当地发改局主管立项工作的负责人表示，这
个球场是以生态民族运动场来立项的，而现在实
际建造的是什么他也不清楚。按照规定，立项是
项目审批的第一步，发改局有着第一道把关的责
任，怎么会连什么工程都不清楚呢？

而当记者询问如果这建设的就是高尔夫球
场，发改局是否有责任将其叫停时，发改局表示
开发商没有把自己的违法行为上报，发改局就不
进行监管。

石林县国土局相关负责人称他们下发了相
应的停工通知书，送达的时间是2010年8月23日。
而高尔夫球场开发商告诉记者，2010年8月球场
已经建设完毕了。开发商则说，政府不仅知道而
且同意高尔夫球场的建设，他们是在政府的同意
下才建造的这座球场。

高云华认为，这个高尔夫球场不仅不违法而
且是好项目，能带动地方经济，只是国家不允许，
不鼓励。

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政府新闻办公室15
日下午通报，14日晚，县委、县政府责成主管部门
按程序对石林旅游服务区管委会副主任高云华、
县发展和改革局计划投资科科长段明宗作出停
职决定。 （综合央视、新华社）

石林“以租代征”建数千亩高尔夫球场
相关部门对违法行为“选择性失明”

开发商没有把自己的违法行为上
报，我们就不进行监管。

——— 石林发改局

这个高尔夫球场不仅不违法而且是
好项目，能带动地方经济，只是国家不允
许，不鼓励。

——— 石林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高云华

海南三亚：2011年1月19日，海南省三亚市
“铁锤行动”联合执法组出动炮机、铲车、推土机
等机械，对位于该市凤凰镇芒果村、西瓜村内的
三亚最大的棚户区实施强拆，致那里的居民无家
可归。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1月24日就此事件作
出回应，称该棚户区存在消防隐患、环境污染、管
理难三大有害因素，并表示若对被强拆居民给予
安置赔偿势必“后患无穷”。在被问到如何安置被
拆棚户区居民时，三亚市凤凰镇副镇长王瑞安
说，由于他们都是外来户，都是陆续流动过来的，
多年来违规在这里搭建简易棚，并不存在要为他
们解决安置的问题。

湖南株洲：2011年4月22日，湖南省株洲市
云龙示范区学林办事处横石村，58岁的农民汪家
正为阻止强拆，在自家房顶点燃身体，顿时变成

“火人”，最终从五六米高的房顶摔至地面，场面
惨烈。4月30日，汪家正因多器官功能衰竭去世。

在湖南株洲云龙示范区的株洲市铁道科技
职业技术学院新建项目中，征地从2009年开始实
施，在横石村村民汪家正4月22日自焚前搬迁涉
拆户268户，拆除房屋410栋。但是，汪家正等10户
以征地程序不合法、补偿标准低为由拒绝搬迁腾
地。

汪家正自焚事件后，株洲市荷塘区法院执行
的司法强制拆迁暂停。 （综合）

近一个月前，云南宜良“租用千亩农用地建
造人工湖”事件受到广泛关注。

当地政府部门说，“南盘江宜良城区段水环
境治理人工湿地项目”未改变土地性质。但部分
群众则认为，该项目以改善环境之名，低价强租
村民承包地，日后便于房地产开发。

■相关链接

云南宜良一个月前被爆

“租千亩地建人工湖”

■近期强征强拆事件

2011年5月14日辽宁大连棠梨沟发生特大山火后，5月15日中午，大连再次发生大面积山火。着火点位于大连市山屏街附近山体，由于事发时刮北风，
火势迅速蔓延整座山头。由于这是一座独立山头，大火并没有蔓延到周边山体，但是大量浓烟笼罩附近居民楼。

据了解，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待查。 □CFP供图

大连再起大面积山火 浓烟笼罩居民楼

自1月28日在沪渝启动试点，房产税落地已
逾百日。但“三个月征收额不及一套房价”的现
实，还是让人们感到，一边是房产税“阶段性效
果”离市场期望有距离；一边是其在全国推广的
呼声日高。

截至4月27日，上海税务机关共受理购房人
申请办理房产税认定18960件，其中认定为应征
税的住房2306套，上海缴纳的房产税在20笔左
右。

重庆方面，截至4月底，房产税税收收入70余
万元。重庆市财政局局长刘伟表示，重庆的房产

税征收对象主要针对独栋别墅等高端物业，征
收面不到10%，旨在遏制高端物业消费。

不过，两地税务部门均表示，目前房产税征
缴不多与“时限未到”有关。上海规定当年度税
款缴纳截止时间是每年12月31日，重庆规定为每
年10月份。

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
表示，目前两试点城市征税数额还不成规模。以
上海20笔税款、每笔5万元计，当地房产税征收总
量可能不过百万元；重庆的征税额也有限。

正在办理购房手续的上海市民高红美告诉

记者，现在买房会算一下是不是要缴纳房产税、
每年缴纳多少，但不会因此而影响购买。显然，
房产税实际的“威慑效应”尚不明显。

“期望房产税对高房价‘一剑封喉’，本来就
不现实。但市场对于房产税的‘调控功能’如此
看重，值得深思。”上海中原地产研究咨询部总
监宋会雍说。

房产税试点百日之时，楼市形势依然严峻。
在今年上海“五一”房展会上，难觅购房者期待
中的优惠价格。

(据新华社上海5月15日电)

“威慑效应”不明显却全国推广呼声日高

房产税背负“不堪承受之重”

据新华社珠海5月15日电 珠海市公安局相
关负责人15日傍晚透露，因涉嫌诈骗和职务犯罪，
珠海香洲创艺荣泰中英文幼儿园原园长莫宝珠已
于12日被刑事拘留。

经查，莫宝珠在任这家幼儿园园长期间，不但
通过虚开现金支出票据以实际不到1元的“清淡营
养餐”克扣幼儿伙食费，而且在收取的幼儿伙食费、
保险费、保育费等项目上涉嫌诈骗和职务犯罪。

“日均不到1元伙食费”

幼儿园原园长被刑拘

据新华社沈阳5月15日电 辽宁皓安国际怡
老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关春茂等4人在近3年时
间里，以给付高利息为诱饵，编造既能养老又能赚
钱的“养老神话”，向370余名老人吸收存款共计人
民币3100余万元。

记者15日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此案
已一审宣判，4名被告人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其中主犯关春茂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8800元不但可以在风景秀美、全国最大的集
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养老、托老为一体的大型
养老服务中心安度晚年，还可在高档宾馆式的房
间里居住。”从2007年5月开始，沈阳市区的各大公
园里和公交车上，一些老人经常收到辽宁皓安国
际怡老霖有限公司这样的宣传单。部分老年人受
此诱惑，开始掏出多年积攒的“养老钱”。

4人编造“养老神话”

非法吸储3100余万元
370余名老人被骗

5月15日，8岁学生袁涛食物中毒后在泾县人
民医院接受治疗。当日，安徽泾县卫生部门确认，
泾县皖南第一希望小学共有14名学生因食用学校
食堂蜡样芽孢杆菌污染的食物而引起呕吐型食物
中毒，并已于当日痊愈出院。 □新华社发

安徽泾县一希望小学

14名学生确认食物中毒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在中国嘉德2011
春季邮品钱币铜镜拍卖会上，目前已知国内最大、
最重金币——— 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10公斤
千禧年纪念金币经过22轮激烈竞价，以770 . 5万
元人民币高价成交。

国内“最大”金币

拍出770万元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15日是第二十一
次全国助残日，主题为“改善残疾人民生，保障残
疾人权益”。中国残联宣布，“城镇百万残疾人就业
工程”全面启动。

“城镇百万残疾人就业工程”将对残疾人就业
情况进行实名制统计管理，为新增就业残疾人建
立台账，实行动态管理；更加完善残疾人就业援助
制度；进一步加强残疾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全
国挂牌成立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1000家；加快推
进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等。

“城镇百万残疾人

就业工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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