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UONEIWAI� XINWEN 责任编辑：吕 磊 美编：张文渊 星期三 2012/12/26

国内外新闻

4

明确“公平补偿”的基本原则，删除“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补偿”和“30倍补偿上限”等内容

我国征地“变法”意在转危为机推进城镇化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电 （记

者 段羡菊 明星 桂涛） 中国正

试图以更加严格的措施规范和约束

政府征地行为， 将不时引发社会矛

盾甚至群体性事件的“征地” 之危

转化为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机

遇。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是否

对土地管理法进行修订。 修正草案

明确了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

“公平补偿”的基本原则，删除了“按

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补偿”和“

30

倍补偿上限”等内容。

分析人士认为，通过修改法律，

中国努力保障农民在征地中享有更

大权利，增加他们的议价话语权，逐

步兑现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高农

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的承诺。

“这次修法将真正开启中国征

地制度改革， 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

关键一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

村部部长徐小青说。

但也有担心认为， 政府用地成

本的推高和征地时公平与效率存在

的冲突可能影响工业化和城镇化速

度。

中国上一次修订土地管理法是

在

2004

年，提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

的需要， 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

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然而事实证

明， 那次修法对从根本上维护农民

土地权益作用有限。 中国一些地方

都发生了强制拆迁引发的社会热点

事件。

这些问题暴露了现行法律的漏

洞不仅仅是补偿标准不够高， 还包

括公益征地的范围界定不明晰导致

征地行为缺乏约束、 失地农民的社

会保障体系建立不完善、 征地过程

中农民的话语权不够等。

徐小青表示， 针对征地制度中

存在的各种问题，改革还将“接着往

前走”。

在中国现行土地制度下， 农村

土地属于集体， 农民承包土地经营

权。但法律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

可以将农村集体土地收归国有，转

变为国有建筑用地进行售卖。 在加

速的城市化进程中， 农村土地被大

量征收，土地增值收益巨大，众多农

民却很难公平地分享。

在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 一亩

耕地经政府征用后， 如果作为商业

用地， 其土地拍卖的价格是政府从

农民手中征地价格的

10

倍； 如果作

为工业用地，价格也将近

4

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

查显示： 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

收益分配， 开发商拿走了

40％

到

50％

，政府拿走

20％

到

30％

，村级组

织留下

25％

到

30％

， 而农民拿到的

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的

5％

到

10％

。 有人将此比喻为开发商

和地方政府“吃肉 ”，失地农民“喝

汤”。

现行的征地制度在推动中国经

济高速发展同时， 因土地征发问题

引发的矛盾，如广东乌坎事件等，影

响了社会的和谐和持续发展。

虽 然 中 国 城 镇 化 率 已 超 过

50％

，但因为征地面宽，补偿低，许

多农民无法公平分享土地资本化后

的升值收益， 实际上被甩出了城镇

化进程，有的甚至陷入“种田无地、

就业无岗、保障无份”的境地。

问题的另一面是， 也有部分失

地农民， 尤其是大城市郊区的失地

农民，因为土地价值高，从政府手中

获得超出他们想象的补偿， 从而一

夜暴富。这种现象，也被认为是一种

不公， 最终是由购房者高额支付了

他们的征地成本。

“这些都导致了目前‘人口城镇

化显著落后于土地城镇化 ’ 的局

面。 ”徐小青说，继续推进征地制度

改革， 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

的分配比例和他们的收益延续性，

可以助推城镇化进程和可持续性，

让“征地”为中国城镇化进程带来机

遇。

中央高层曾表示， 中国作为大

国要立足内需， 而城镇化就是最大

的内需，要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还

要靠改革。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专

家党国英日前撰文指出， 全面的农

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改革应该确定

征地行为发生的条件和征地范围，

并区分农业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者

两类土地， 建立不同的征收补偿机

制。

还有专家呼吁， 征地制度改革

还要与户籍制度改革、 城镇化基础

设施建设、保障房建设等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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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电 党的十八

大报告指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这是基于

对“四化”的重要性、关联度和存在问题

的科学分析作出的战略决策。

第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统一于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 我国正处于“四

化”深入发展中。“四化”既是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也是加快形

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我国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 我国已进入工

业化中后期， 只有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两

个“轮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才能不断

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城镇化和农

业现代化需要相互协调。 城镇化与农业

现代化都是农村、 农业发展的路径和手

段，相互依托，相互促进。 仅仅依靠城镇

化，忽视农业现代化，很难从根本上改变

农村的落后面貌， 而且容易导致农业萎

缩和引发“城市病”。

第二，我国“四化”存在融合不够、互

动不足、协调不力的问题。进入新世纪以

来，我国“四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协调

性不断增强。但是，按照同步发展的更高

要求，还存在明显缺陷，主要表现：一是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不够。 二是工业化

与城镇化互动不足。三是城镇化、工业化

与农业现代化协调不力， 农业现代化明

显滞后。

第三，促进“四化”同步发展。要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坚持走中国

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一

是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二是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

动。 三是推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8

月

19

日， 在杭州武林路

403

号路边，

10

岁的阮天杰在自己的

凉茶摊旁等着为路过的人送凉

茶， 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三年在这

里免费送凉茶了。 每当看到有人

经过， 阮天杰都会问他们要不要

喝茶，而且会主动送过去，这条路

上的许多店主、 环卫工人和路过

的三轮车师傅都是他的“熟客”。

阮天杰的小凉茶摊一般在暑

假结束前“开业”，而这大多是杭

州天气最热的时候，十天时间，每

天下午

4

点半开始，直到把一桶茶

水送完。 今年上小学三年级的阮

天杰说， 自己还要一直把摊摆下

去，至少到小学毕业。

沪指重回2200点

据新华社杭州

12

月

25

日电

12

月

25

日， 沪深股市在多重利好

鼓舞下再现放量上攻。 上证综指

以

2213.61

点报收，比前一交易日

涨

2.53%

；深成指收于

8891.57

点，

较前一交易日涨

3.01%

。

中方就日自卫队飞机拦截

我海监飞机提出严正交涉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5

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日本出动自卫

队飞机拦截中国海监飞机高度关

注和警惕，已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有记者问： 据报道，

22

日日本

航空自卫队再次出动

Ｆ－15

战机拦

截一架“目标指向钓鱼岛”的中国

海监飞机。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如

何应对日方此举可能导致的紧张

局势升级？中方是否有派军机应对

的计划？

华春莹说，据了解，记者所提

到的中国海监飞机飞行系一直以

来在东海海域上空进行的例行巡

航。

华春莹表示，中方对日方出动

航空自卫队飞机高度关注和警惕，

已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将对

日方意图保持密切关注。

新刑诉法司法解释：

未成年被害人证人

一般不出庭作证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封存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电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公布的新

刑诉法司法解释强化了对未成年

被害人、证人的权益保障。

为避免未成年被害人在庭审

中受到“二次伤害”，司法解释规

定，对于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一

般不得通知其出庭作证。 对确有

必要出庭的未成年被害人、证人，

可以采取不暴露身份信息、不暴

露外貌、真实声音等特殊保护措

施；条件具备的，还可以采取远程

视频等方式作证。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

未成年人情况调查制度、前科封

存制度等，司法解释进行了细化

与明确。

对于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

度。司法解释规定，对于被判处五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免除刑

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

应当封存。

零下41.5摄氏度！

我国“北极”漠河迎来极寒

据新华社哈尔滨

12

月

25

日专

电 在全国多地受到寒潮侵袭

下， 我国最北的省黑龙江省已经

持续了

20

多天的低温天气。

25

日

晨，被称为中国“北极”的漠河县

更是达到零下

41．5

摄氏度， 当地

居民迎来极寒的一天。

进入

12

月以来， 黑龙江省气

温持续偏低， 特别是

17

日至

23

日

这一周， 大部地区平均气温低到

零下

20

摄氏度

~25

摄氏度，

55

个

市县出现近

10

年同期最低气温。

美再发枪击案

凶手纵火设套

枪杀两名消防员

综合新华社、 央视报道 美国

纽约州第三大城市罗切斯特市韦伯

斯特小镇

24

日凌晨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两名消防员死亡、两人受重伤。

韦伯斯特镇警长在随后召开的

记者会上说， 当地一所住宅凌晨发

生火灾，消防员赶往现场灭火，却遭

持枪凶手射击，致两人死亡、两人受

伤， 犯罪嫌疑人在与警方的交火中

被击毙。

警方初步调查认为， 凶手纵火

焚烧自己的房子和袭击赶来的消防

员都是“事先有预谋的行动”。

江西贵溪幼儿园面包车侧翻事故：

每名罹难儿童家庭获赔48万元

涉事幼儿园关停 肇事司机被刑拘

据新华社南昌

12

月

25

日电

12

月

24

日， 江西贵溪市发生一起

面包车侧翻事故， 导致

11

名儿童

死亡，

4

名儿童受伤。

25

日上午，相

关部门与罹难儿童的亲属签订协

议，善后赔偿金已经全部发放，每

名罹难儿童家庭获赔人民币

48

万

元。

贵溪市委宣传部介绍说，目

前贵溪市滨江镇人民政府已与罹

难儿童家属签订交通事故协议，

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人民币

48

万

元整，并以现金形式发放。

记者调查发现， 涉事幼儿园

是一家未经审批的幼儿园， 出事

的面包车经过了改装，核载

7

人的

车辆事发时载有

17

人， 其中幼儿

15

人， 事发时驾驶面包车的司机

就是这家幼儿园的业主。

目前， 涉事春蕾幼儿园被依

法关停， 肇事司机周春娥被公安

机关刑拘。 江西省已紧急部署认

真做好校园整治工作， 对全省校

园安全再次系统排查、严格整改。

美法特种部队

在叙约边境待命

保证叙化学武器安全

据央视报道 据英国媒体报

道， 西方特种部队正在叙利亚约旦

边境地区待命， 一旦巴沙尔政权倒

台将进入叙境内。北约一名军官说，

这些来自美国和法国的特种部队的

任务是，一旦叙政权倒台，保证叙化

学武器的安全， 避免落入伊斯兰极

端派手里。

最近几个月， 法国伞兵部队一

些巡逻队已从约旦进入叙利亚，它

们以接待叙难民的战地医院做掩护

进行活动。 美国一支善于沙漠作战

的特种部队也在待命， 随时为保证

叙化学武器的安全进行行动。

日自民公明两党

组建执政联盟

双方共获得众议院

三分之二以上议席

据新华社东京

12

月

25

日电 日

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和公明党党

首山口那津男

25

日举行会谈， 双方

正式签署了组建执政联盟的协议。

自民党和公明党在协议中确

认， 全力争取

2012

财年大规模补充

预算案和

2013

财年预算案获得国会

通过；大胆实行货币宽松政策，摆脱

通货紧缩； 在核电站和能源政策方

面，尽可能降低对核电站的依存度；

推进国会宪法审查会的审议， 进一

步开展国民关于修改宪法的议论。

在

16

日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

自民党、公明党共获得

325

个众议院

议席，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在众议

院拥有绝对优势。如无意外，安倍晋

三将在

26

日举行的首相选举后出任

首相并组建新内阁。 新内阁中将包

括公明党成员。

海江田万里当选

日民主党新党首

现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副会长

据新华社东京

12

月

25

日电 民

主党

25

日下午在东京举行党首选

举， 日本前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

里当选民主党新党首 ， 任期将到

2015

年

9

月。

海江田当天表示， 将为重新赢

得民众对民主党的信任而努力。

海江田现年

63

岁， 曾在菅直人

内阁中担任经济产业大臣。他曾

6

次

当选众议员，中文流利，现任日中友

好议员联盟副会长。

日本民主党在本月

16

日举行的

众议院大选中惨败， 日本首相野田

佳彦随后辞去党首职务。

回顾2012

成长

在新华社

2012

年发布的

众多照片中， 记录了许多普

通中国人的生活剪影， 一张

张沉淀下来的照片组成了一

本充满回忆的影集， 里面包

含着你我他， 包含着我们生

活的万千世界。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人

群， 回顾集快乐与辛苦于一

体的孩子的成长， 铭记那些

随着

2012

年一起， 被我们留

在身后的、 渐行渐远的“过

去”。 新华社发

4

月

12

日，在青海玉树县，两岁的丹巴仁青在他家居住的临时安置帐篷前玩耍。

2010

年

4

月

15

日，

玉树发生

7.1

级地震的第二天，丹巴仁青出生了。 地震中，丹巴仁青的母亲巴桑文毛被埋在废墟下，所

幸被武警玉树县中队的官兵们及时救出，一个可爱活泼的小生命得以来到这个世界，武警官兵给这个

孩子起了个汉语名字———“小希望”。

4

月

19

日，罗凤枝（左）在教吴贞峰

用脚写字。 两岁半的小男孩吴贞峰生下

来就没有双臂，遭到亲生父母遗弃。 幸

运的是，他被山西省太原市社会福利院

寄养在太原市万柏林区王家庄村的农

民许爱香家中， 重新开始了家庭生活。

同样自幼失去双臂的山西女孩罗凤枝

得知吴贞峰的身世后，辗转寻访到了许

爱香家。 虽然没有双臂，但罗凤枝凭借

顽强的毅力、不懈的努力，考上了大学，

她不仅学会了用双脚穿衣梳妆、洗菜做

饭、穿针引线，还学会了写字作画。 在她

的指导下，吴贞峰不但学会了走路，双脚

也变得越来越灵活，能熟练地吃东西，喝

水，甚至是写写画画。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有

600

年历史，被誉为“中国戏剧活化石”的贵州安顺地戏的传

承成了让人头疼的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安顺市七眼桥镇云峰屯堡雷屯村从

2007

年开始，每年组织部

分

9

岁至

12

岁的孩子利用节假日学习地戏。

5

年来，已经有

50

余名青少年学会表演地戏，成为这一古老

剧种的年轻传承人。 图为

8

月

22

日，学地戏的孩子们在训练间隙坐着休息。

大型电商经营者节日促销行为被列入价格监管重点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 电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5

日介

绍，

2013

年元旦、春节期间，各级价

格主管部门将重点关注大型电子

商务经营者的促销行为，严肃查处

促销价高于原价、不履行价格承诺、

隐瞒价格附加条件等违法行为。

发展改革委还要求加强对春

运期间铁路、民航、公路、水路和城

市公交、出租车等交通运输价格检

查和巡查，坚决落实好国务院关于

《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

实施方案》确定的惠民政策，严厉

打击春运期间违规上调票价、价外

收费等违法行为，切实减轻群众假

日出行成本。

近日， 发展改革委发出通知，

要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加强对粮

油、液化气、肉蛋奶菜等生活必需

品特别是基本蔬菜品种、当地居民

日常消费特色食品的市场及价格

的监测和监管，重点查处经营者利

用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惜售囤积等

手段哄抬价格， 以及利用垄断货

源、强制代理、商定同盟等手段操

纵价格的行为，积极防范和妥善应

对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维护正常的

市场价格秩序。

发展改革委还要求加强节日

期间旅游市场价格监管，查处旅游

经营者以“零负团费”“特价”等虚假

的价格宣传招徕和组织接待游客。

住建部：

明年继续实施限购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电

25

日举行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

作会议传递出明确信号， 明年将

继续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市场

调控。

今年， 在一系列调控政策的

持续作用下， 房地产市场形势总

体平稳， 投机投资性住房需求得

到了抑制。不过，近期房地产市场

量价齐升的势头明显。 房地产市

场调控与群众期待还有距离。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

说：“明年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搞好

房地产市场调控， 首先要继续贯

彻落实好既有调控政策。 ”

限购措施， 因其强烈的行政

色彩，自实施以来饱受争议，但是

其发挥的效应却不容小觑。

姜伟新在工作会议上明确表

示：“我再次强调， 商品住房限购

政策要继续实施。 凡是放松调控

致使房价过快上涨的城市， 我们

将继续采取措施并会同监察部对

其进行约谈直至问责。 ”

对于社会瞩目的房产税，姜

伟新表示：“我们将配合有关部门

继续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扩

大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