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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衢州市

政府统计，土地

批而未用的总

量达 5.78 万亩
左右。在批而未

用的土地中，征

而未供的量占

了 74.4%以上，
其他批而未征、

供而未用的土

地占 25.6%。

“

李春霞

“改革开放十大成就”
木雕亮相杭州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

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

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作为东阳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阳木雕鬼斧神工，

列全国“四大木雕”之首，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是东阳文化实力的象征。12月 13—17日，浙江省首个在
杭州举办的县级市工艺美术大展———“东阳工艺美术 2012杭
州大展”在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一组反映中国改革开

放 30余年巨变的“改革开放十大成就”大型木雕组雕，成了大
展的最大亮点。

此木雕组雕，利用东阳木雕传统的平面深浮雕技艺，以柚

木为雕材，配以全花梨木制作框架，把“春天放歌”、“小岗手

印”、“商品经济”、“乡村新曲”、“雪域天路”、“鱼水情深”、“高

峡平湖”、“世博盛会”、“拥抱海洋”、“神九问天”等中国改革开

放十大里程碑式事件，浓缩在 3米高、60米长的 10座大型落
地屏风上。

东阳木雕工艺，出类其中，拔萃一枝。据悉，杭州雷峰塔的

大型木雕壁画《白蛇传》，江苏灵山梵宫木雕装饰，香港回归时

浙江省政府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礼品《航归》等都出自东阳

木雕艺人之手。如今，“改革开放十大成就”大型东阳木雕组雕

的诞生，打破了长期以来东阳木雕以古典形象为创作对象的

传统，首开了木雕作品以现代事件为题材的先河，成为东阳木

雕史上的又一大创新和亮点。

一幅木雕刻画一个故事，一幅木雕展现一段历史。《春天

放歌》是组雕的开篇之作，点题之作，以唱响“春天的故事”为

主题，歌颂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小岗手印》还原的是分田到

户期间的一段农村历史；《商品经济》表述了中国从“产品经

济”到“商品经济”的艰难蜕变；《乡村新曲》是改革开放以来农

村旧貌换新颜的缩影；《雪域天路》讲述的是青藏铁路的故事；

《鱼水情深》镌刻了一幅感人的军民关系图……

东阳木雕代表人物、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此次“改革开放十大成就”大型东阳木雕组雕的总设计

师陆光正表示，“改革开放十大成就”大型木雕组雕取名为《春

天的故事》，由 30多位东阳木雕界的大师级人物联袂创作，寓
意国泰民安、时和岁丰、文化昌盛之主题，是东阳木雕界对中

华文化盛世的讴歌。

浦发银行舟山分行成立
200亿元授信助力海洋经济

12月 12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舟山分行正式开业，标志
浦发银行在 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率先在浙江全省
地级市实现了网点全覆盖。同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与舟山市

在舟山群岛新区举行战略合作交流会。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

出席交流会，浙江省副省长、舟山市市委书记梁黎明，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行长朱玉辰分别在会上致辞。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于 2011年 6月 30日经国务院正式批
准设立，是我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战略层面新区，

承担着深化海洋综合开发、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为海洋强国战

略探索新路的历史使命。浙江省副省长、舟山市市委书记梁黎

明表示，新区的开发开放、先行先试，离不开金融要素的强大

支撑和金融领域的改革创新，浦发银行作为首家在舟山设立

分行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并与新区开展战略合作，对新

区做强做大金融产业、加快开发建设步伐，必将起到十分重要

的推动作用。

百业兴则金融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行长朱玉辰在致词

中表示，上海与舟山一水之隔，舟山具有独特的区域优势和海

洋优势，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设立后，舟山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

将进一步显现，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强。浦发银行始

终坚持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为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将积

极融入舟山海洋经济发展的行列，为浙江新一轮发展提供更

大的金融支持。

据悉，浦发银行将会把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

中心建设中集聚的资源要素引入浙江、引入舟山，依托专业业

务优势，在信贷支持、产品创新、优质服务等方面对舟山港口

物流、船舶修造、海洋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发展“量身定做”金融

服务方案。还将把舟山作为该行金融创新的试验区，在适合舟

山海洋经济以及其他行业发展特点的金融创新方面先行先

试、优先支持，积极参与舟山群岛开发和重大项目建设，把浦

发银行的自身发展与新区建设的金融需求有效结合。

舟山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国辉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行

长赵峥嵘代表双方签订政银战略合作协议。浦发银行杭州分

行将在今后五年内向舟山港综合保税区、港口物流、海洋运

输、船舶修造、海洋生物医药、临港先进制造业、海水综合利

用、中小企业等领域提供不少于 200亿元授信支持。同时，浦
发银行舟山分行还向舟山市人民教育基金会进行了捐赠。

出席战略合作交流会的还有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省金

融办主任丁敏哲，浦发银行副行长商洪波，中国人民银行杭州

中心支行副行长郑南源，浙江银监局副局长傅平江等。

林阿英

常山一起征地事件的调查

转用指标未下强行施工，农民表示很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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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军

在《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过程

中，村民们曾多次提及向省、市、县各

级领导和国土部门反映过此事，也曾

与政府部门交涉多次，但一直没有结

果。

事实上，自去年 11月开始征地
调查以来，纠纷一直不断，特别是今

年 4月政府强制进行土方回填施工，
冲突不断升级。据记者了解，对于该

项目的征地行为不满或反对的村民

虽不是多数，但反响强烈的也不在少

数，就算签字同意的村民中，也颇有

微词。

然而，常山县政府和相关部门却

是另一番说辞。在回复浙江省省长信

箱的群众投诉时，当地政府称，征地工

作程序到位、工作细致，工作进展较为

顺利，对部分信访人的诉求，也耐心细

致地做了解释，消除了信访人的误解，

当地村民未有重大负面反响。

记者发现，整个信访回复报告，对

强行施工引发的 10余次群体冲突事
件只字未提。对未取得项目用地征转

用审批的情况下，强制填土施工的事

实更是避而不谈。

“由于该地块征转用正在审批，征

地调查也正在进行，如果该地块征转

用获得上级批准，常山县将及时按征

地的相关规定，在第一时间及时支付

征地款、青苗补偿费用。”记者就这一

问题采访常山县政府，收到的回复材

料这样写道。

记者截稿前得到常山国土部门

告知，这块土地的转用申请，已于近日

获得浙江省政府的批准。由此可见，之

前的征地回填的确没有任何法律依

据。就该项目的土地转用审批、用地指

标、环评、立项等情况，本刊将予以继

续关注。

常山县澄潭村被征的土地，属

耕地保护区内土地，有的还在当年

国家立项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工程

范围，道路、绿化、灌溉等配套设施

一应俱全，可谓上等耕地。澄潭村没

有其他收入来源，靠的就是这片赖

以生存的土地，对村民们来说，失去

土地，必须得到后续生活保障。3 万
元 /亩的浙江省征地最低保护价，征
的却是上等耕地，让他们无论如何

不能接受。

村民们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澄潭村人均只有 3 分多地，只能

分得土地款 9000 多元，按现有的安
置政策，每 5 分地才能安置一人，就
意味着大部分人得不到政府安置，

况且，县政府至今都未提及社会保

障、技能培训、失地安置、就业安排

等方面的政策和具体落实措施。

另外，对于直生胡柚树每株 900
元，嫁接胡柚树每株 100 元的地面
附着物补偿费，村民们也深感不满。

他们认为，没有经过评估，也没有和

村民协商，这样的补偿标准毫无依

据，绝不认可。村民给记者算了这样

一笔账：直生胡柚树经过 20 年以上

的栽培管理，树产鲜果 250 公斤以
上 /株，平均每株年产效益可达 500
元以上；嫁接胡柚树，年产鲜果 150
公斤以上 /株，每株年产效益 200 元
以上。

记者了解到，澄潭村的胡柚亩

产 4000 公斤以上，年收入 6000 元
以上，种植棉花、蔬菜油菜等连种作

物，年收益也在 5000 元以上。这样
的收入，不说致富，起码能让这里的

农民活得很滋润。而如今，100—900
元的补偿，让他们彻底失去了原本

平静的生活。

总投资 5.3 亿元，占地 350 亩
的常山特种纸产业园选址澄潭村，

其中一期工程需建设用地 164 亩。
为确保常山特种纸业项目能尽早

落户，今年 4 月，在未与多户村民
签订征地协议，征地款、青苗补偿

费等未落实到位的情况下，当地政

府强行推土回填，将胡柚等农作物

进行全面铲除。此举引发村民不

满，发生了冲突，导致挖机被砸、人

员受伤。

我国法律规定，农用地征转用，

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获批

并取得用地指标后方可进入征地的

实施程序。而征地实施前必须先发

布公告，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

号、征收土地用途、范围、面积以及

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

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一一告知。

很显然，未取得转用指标，就没

有批准文号，也就无法公而告知。

村民们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

者，从去年 11 月得知土地将被征
用，至今未见到有任何公告、公示，

许多村民对开发商与村委会所签的

协议也毫不知情。这一点，从村民出

具的一份有百余名村民签字按手印

的“控告书”上得到了印证。

不仅如此，澄潭村的村民对征地

范围、面积也是一头雾水，就连常山

县的各类媒体报道也没统一口径。

有的报道中为 160 亩，有的却是 164
亩，而村民反映和记者现场观察，目

前被填埋的土地面积远远超过这个

数。

土地没了，但澄潭村的村民们至

今不清楚政府的安置措施、征地标

准、补偿依据是什么。

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就意味着

土地性质没有发生改变，常山县特

种纸产业园的征地行为就没有依

据。

大量经过 20年以上精心栽培的
直生胡柚树被铲除，土地被填埋，面积

达 200亩以上，而这一大片土地却没
有获得任何合法的使用手续。常山县

政府推动组建的特种纸产业园，竟将

“如果该地块征转用获得上级批准”作

为用地的依据，并强行施工。事实上，

该县并不是没有土地可用。据衢州国

土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至今仍有近

5000亩土地批而未用，长期“休眠”。
近几个月来，浙江省常山县青石

镇澄潭村这个被誉为“果中珍品、国

之瑰宝”的胡柚始产地，随着特种纸

项目的进驻，绿色葱葱的田野如今已

是面目全非。

胡柚原产地保护区不再受到保

护，2006年国家立项并投资数百万元
设立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工程，也

就此消失。

土地被毁 征转用指标却仍在审批中

失去保障 补偿标准令村民不能接受

各有说辞 官方称未有重大负面反响

采访后记

一个政府的征地行为，

竟然建立在“如果”上，简直

不敢让人相信，但它确确实

实的在常山县发生了。没有

得到转用指标，没有取得土

地使用权，为了所谓的项目

进度，就铲除村民果树强行

填土施工，既没有法理可

依，也不是民生所需。

将自己的 GDP 政绩建
立在群众的痛苦之中，起码

不算是合格的政府官员。

拥有 5.78 万亩之多的
批而未用土地，却要另辟蹊

径征用其他上等农田，这样

的行为，起码可以说明，当

地的规划是极不严谨的。

谋求经济发展，如果不

能让百姓受益，那么，就称

不上真正的发展，是被扭曲

的政绩观在作祟。

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才

能谋得长远发展；离开了法

制轨道，就不可能有科学发

展。任何钻政策空子，甚至

无视法律的做法，都不可能

走得很远。

衢州市截至 2012 年 4
月底，共有批而未用土地

4065 万 亩 ，其 中 前 三 年
2.24 万亩，在浙江省今年一
季度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中，

衢州市前三年土地供应率

在全省排后列。

据衢州当地权威媒体

报道，虽然衢州的土地供

应量在逐年减少，但批而

未用的土地却非常多，总

量达 5.78 万亩左右。从调
查 数 据 看 ，批 而 未 用 的

5.78 万亩土地中，已经征
用但未供地的量最大，占

了 74.4%以上，其他诸如批
而未征、供而未用等情况

也存在。

“没地用”成了许多地

区、特别是发达地区经济发

展的制约瓶颈。因此，各类

土地违规行为屡禁不止。

常山县澄潭村曾经绿色葱葱的田野如今已是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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