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接1版④）他们都说，现在农民增收渠道拓宽
了，但主要还是靠土地种植收益，因此要想方设
法做活土地文章。

我告诉他们，做活土地文章必须推进土地流
转、实现规模经营。像沅江市草尾镇等26个乡镇
开展的土地信托流转实践表明，农民既可获得稳
定的田地租金收益，又可以作为劳力被农业经营
企业雇用获取工资报酬，还可以放心离开土地去
创业、务工增收。

一听土地信托流转这么“神”，村干部王会计
说：“双支书，赶紧带领我们到草尾取经去！”院子
里的人都笑起来。
【感悟】

农民要增收，必须发展现代农业、高效农业，
走规模经营的路子。 我市于2009年起开始实施
土地信托流转，先期开展这一工作的沅江市草尾
镇的农民，收入增长明显快于其他地方，出现了
农民满意、企业满意、基层政府满意的良好效果。
这次调研，我更加感受到农民群众“试水”这一流
转模式的迫切愿望。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应该顺应
这种民意，进一步做好指导和服务工作。

（本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紧接1版②）湖南将以此次座谈会在湘召开为契
机，认真学习借鉴各地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提高
政协工作科学化水平。

座谈会上，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和湖
南等6省（区）与会代表立足各自工作实际，围绕
“地方政协工作创新与发展”议题，就如何推动政
协理论、制度和工作创新，提高政协工作科学化
水平等交流了工作做法和经验。会议商定，中南
六省（区）政协工作座谈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将于
明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召开。

� � � � （上接1版①）
农村基础设施继续改善。 全面完成376座小

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 洞庭湖综合治理进展顺
利 ，53个全国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重点县全面推
进，整修山塘3.3万口，疏浚渠道1044条2579公里，
农业综合开发稳步推进。

农村社会管理出现新亮点。农村低保月均保
障人数已达260万人， 初步实现重点特困家庭应
保尽保，农村五保户集中供养率达25%，新农合
全面覆盖，新农保试点范围扩大。

（紧接1版③） 截至2011年底， 全省已淘汰退出
366家涉重金属企业。 随着一大批工艺落后、 设
备陈旧、 污染排放严重的企业关闭和淘汰， 流
域内经济结构得到极大提升。

工业污染防治和历史遗留污染治理同步推
进， 从上游的郴州市36湾， 到湘江流域核心区
域的株洲清水塘、 湘潭竹埠港， 到处可见热闹
开工的场面 ， 到处有设备安装与调试的情景 。
在我省钢铁龙头企业之一的湘钢， 三大治理工
程先后开工， 目前， 湘钢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改造项目、 炼铁与焦化外排口含重金属废水处
理工程均已完工， 烟气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也
接近尾声。 据省环保厅相关人士介绍， 到2011
年底， 我省共安排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项
目 123个 ， 总投资 144亿元 ， 目前已到位资金
54.369亿元， 开工建设99个。

据新华社沈阳4月25日电 4月25日， 辽宁
省公安厅“中国足球假、赌、黑”专案组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本不存在谢亚龙所
说的刑讯逼供问题，谢亚龙及其代理律师金晓
光是在混淆视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一位参与诉讼的司法人员表示， 公安、检
察机关都是在合法的情况下， 取得案件证据
的，而且谢亚龙、蔚少辉都承认过这些犯罪事
实。如今他们在法庭上无理翻供，我们将取消
对他们认罪态度良好的认定。

辽宁省司法界人士认为，谢亚龙案件的书
证、物证、证人证言多达几十份，所有的证人证
言不可能都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取得的，证
据的合法性是可以相信的。

公安机关否认逼供谢亚龙

本版责编 蔡矜宜 责任校对 彭扬 体育15２０12年4月26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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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勇涉案148万元
操纵升降级和裁判

25日上午8时30分 ， 南勇在铁岭市中
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 。 南勇受到17项指
控， 涉案金额为148余万元 ， 其中更多地
涉及俱乐部升降级、 裁判安排 “关照” 比
赛、 送名表或钱物等。

据南勇的辩护律师孙晓洋透露， 对南
勇的17项指控中 ， 有10项跟俱乐部有关
系。 其中最大的一笔钱来自沈阳金德 （沈
阳海狮） 俱乐部， 该俱乐部前后分3次送
给南勇40万元。 此外， 与南勇产生联系的
俱乐部还包括大连实德和山东鲁能等。 庭
审结束后， 孙晓洋表示， “今天庭审很顺
利， 但是控辩双方争论焦点很多， 有一起
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就是沈阳海狮的40万
元。 出乎意料的是， 公诉机关当庭撤回了
这起指控的证据。”

据了解， 南勇收受贿赂的方式并不局
限于钱财方面 ， 还有劳力士手表 、 保健
品、 洋酒、 加油卡等物品， 花样繁多。 郑
智曾送给南勇一块劳力士手表， 希望为他
转会英超查尔顿提供帮助。 前女足主帅李
霄鹏为了参加教练员培训班， 也曾向南勇
送过手表 。 此外 ， 在国字号教练的选聘
上， 王宝山为了能够当上国青队教练， 曾
向南勇行贿。

庭审中， 身穿蓝色囚服的南勇并没有
像谢亚龙一样翻供， 而是对被控诉的17项
罪行供认不讳。

李冬生受贿贪污85万元
4国脚受贿800万元

上午9时，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原主任
李冬生受贿、 贪污案在丹东市中级人民法
院开审。李冬生被指控30项受贿罪名，涉案
金额79万余元；另被指控11项贪污罪名，涉
案金额6万多元。据了解，李冬生在庭审中
否认了部分指控， 其律师还对审讯过程中
的部分证据和审讯方式提出质疑。

同一时间，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了被告人申思、 祁宏、 江津、 李
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 。 据了解 ， 在
2003年 “末代甲A” 之战中 ， 天津泰达老
总张一峰拜托前上海中远球员申思， 希望
他让天津队获胜保级 ， 酬劳为 800万元 。
随后， 申思找到当时的队友江津、 祁宏和
李明说明酬劳 ， 3人心领神会 。 最终 ， 天
津泰达以2比1战胜上海中远 ， 成功保级 。
事后 ， 申思从香港某酒店房间取走200万
元。 其他人也前往同一酒店同一房间， 各
取走了200万元。

法庭上 ， 辩护人为球员进行从轻辩
护， 理由有自首、 偶犯、 初犯， 包括在重
大赛事屡立战功、 足球大环境行业潜规则
等。 李明的辩护律师曲柏杰表示， 东窗事
发后， 4名被告人的受贿款有的部分花销，
有的原封不动， 但最后他们都把受贿款主
动上交给公安机关， 应予以从轻判决。

但公诉人认为 ， 4人属于共同犯罪 。
从接受请托、 上场比赛， 到最后领取赃款
都是一起行动。 并且， 在受贿之前， 明知
是不正当款项， 而去为他人谋求不正当利
益， 他们应对总额800万元负起责任。

4月25日，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原主任南勇、足协裁判委员会原主任李冬生以
及祁宏、申思、李明和江津等4名国脚分别出庭受审。人称“铁血”的南勇对17项指控供
认不讳，法庭将择日宣判。

南勇承认“收钱”
本报记者 蔡矜宜

图 为
南勇 （左
前 ） 进入
法院。
新华社发

“铁血”南勇操纵升降级和裁判，四大国脚
联袂演绎“末代甲A”默契球，“四哥”蔚少辉倒
卖国脚资格敛财……正当笼罩在中国足球上
空的迷雾被一层层拨开时，“龙王”谢亚龙再耍
“叉腰肌”，自喻甄士隐贾雨村，企图将“足球腐
败案”引向“司法公正案”，以求侥幸逃脱法律
的制裁。

“叉腰肌”是谢亚龙对中国足球的最大“贡
献”。 相传北京奥运会中国女足不敌日本队黯
然出局后，谢亚龙在总结会上言之铿锵：“中国
女足最需要练的就是叉腰肌！ ”一语既出惊四
座，“叉腰肌”瞬时风靡神州。 即使身陷囹圄，谢
亚龙面对央视记者的镜头，仍念念不忘为“叉
腰肌”正名：“是‘髂腰肌’，记者不懂听成了‘叉
腰肌’，以后就变成我不懂业务的证据。 我怎么
能不懂这个呢？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谢
亚龙苦练“叉腰肌”，中国足球陷入腐败深渊 ，
跌入历史最低谷。

南勇们操纵比赛，再一次揭露中国足球系
列腐败案的根源在于“管办不分”、“官商一体”
的体制弊端。 中国足协既是主导者、管理者，又
是执行者、监督者，制订规则之时他们是官员，
分配利益之际他们又是商人。 在管制上，权力
之大，足可以为所欲为；在利益上，大小通吃 ，
参与巨额利益分配。 申思、江津、祁宏和小李明
等只是“制度之痛”的牺牲品，他们在这个大染
缸中难以自律，或被动、或主动助纣为虐。

谢亚龙的“叉腰肌”，则暴露了中国足协长
期存在长官意识，“一言堂”现象严重，监督形同
虚设。 可以说，只要长官意识盛行一时，只要外
行领导内行、官员越位指挥存在一天，中国足球
“叉腰肌”的笑话还将以不同的版本上演。

中国足球要脱胎换骨 ，走向新生 ，光靠司
法、舆论等外部力量的监督是不够的 ，关键还
在于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符合现代职
业化足球运作规律的管理体制和机制。

■场外任意球

还有多少“叉腰肌”
苏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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