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日，梅德韦杰夫提议由普京代表
该党参选总统，而后者则提议由前者率
领该党参加今年12月4日举行的新一届
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 这两个提议
不但解开了俄政坛的一大政治谜团，而
且表明了俄罗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
继续沿着“梅普组合”的路线前进。

“梅普组合”何以延续
“梅普组合”正式形成于2008年。 当

年3月，由统一俄罗斯党推选的候选人梅
德韦杰夫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此前已带

领该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普京随后出
任总理。3年多来，虽遭遇种种困难，但他
们的组合使俄基本实现了稳定发展。

分析人士认为，梅普继续搭档，既是
两人长期配合默契的结果，也是当前俄
政治现实的需要。 经过3年锤炼，“梅普
组合”在俄政坛的影响力无人可比，这种
组合的延续最大限度地为俄抵御新一轮
潜在金融危机影响提供政治保障。

朝野各党反应不一
对于梅、 普两人在统一俄罗斯党

代表大会上的相互提议， 俄社会各界
反应不一。 俄自然资源部长特鲁特涅

夫认为 ， 普 、 梅如果分别出任总统 、
总理， 将为俄罗斯稳定提供保障 ， 而
这是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

相比之下，将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
几个反对党表态则各不相同。 共产党领
导人久加诺夫说，梅、普早就达成了协
议，这并不会带来大量选票，统一俄罗
斯党将“遭遇失败”。

观察家认为 ， 虽然金融危机使俄
经济出现困难局面和社会矛盾复杂化，
为选举增添了不确定性， 但如果不发
生特别重大的政治、 经济事件 ， 统一
俄罗斯党将继续执政。

（据新华社莫斯科9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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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李特南 周小雷 责任校对 胡永龙 时事11２０11年9月26日 星期一

据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记者从监
察部 、 国土资源部 、 住房城乡建设部 、
国务院纠风办等4部门获悉， 4部门会同
有关省、 区纪检监察机关和纠风部门对
今年上半年发生的11起强制拆迁致人伤
亡案件进行了调查处理， 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和行政问责57人， 其中副省级1人，
市厅级4人， 县处级20人， 乡科级及以下
32人。 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31人。

据介绍， 此次查处的11起强拆致人
伤亡案件均发生在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 实施后， 其中， 属于违
法违规强拆致人伤亡的6起， 属于依法依
规组织拆迁但由于现场处置不当等原因
发生人员伤亡的5起。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违法强拆致人
死亡一案中， 长春市科信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在未与长久家苑棚户区改造项目
中的182户居民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
下， 于今年3月26日与其委托的东霖拆除
公司组织雇佣数百人、 18台钩机进入拆
除现场， 采取暴力手段对多栋楼房进行

强行拆除， 致使未及时撤离的被拆迁人
刘淑香 （女， 48岁） 被埋窒息死亡。

在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违法强拆
引发伤人一案中， 区拆迁办在只与圣潮
足道馆所在4层小楼的房屋产权所有人魏
军签订补偿装修款协议， 未按照有关规
定与承租人签订补偿协议的情况下， 于
今年5月2日凌晨， 未经申请人民法院裁
定强制执行， 报经区政府分管领导同意
后， 组织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人员
和民警对圣潮足道馆实施强拆。 承租人

持刀阻止强拆人员进入， 砍伤1名协警和
1名强拆人员。

4部门相关负责人指出， 征地拆迁关
系群众切身利益 ， 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征地拆迁工作，
要求严格依法按程序办事， 切实做到依
法、 文明、 和谐拆迁。 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要切实转变作风， 深入细致做好征地
拆迁中的群众工作， 引导群众依法理性
维护自身权益； 要加强监督检查， 严肃
查处违法违规强制拆迁案件。

违法强拆不可触碰■新华时评

监察部等4部门日前通报了近期发生
的11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调查处理
情况， 57人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
问责， 31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 处理范围之广、 力度之大， 充分显
示出党中央、 国务院制止违法征地拆迁
的决心和态度。

从此次通报的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违法强拆致人死亡、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

区违法强拆引发伤人等案件中，表面上看
是有关部门不严格履行程序、拆迁过程中
现场处置不当、部分被拆迁人行为过激等
原因，实质上则暴露出部分地方政府简单
粗暴的工作方式引发的对群众合法权益
的漠视、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亵渎。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
段， 道路交通建设、 城市经济发展、 旧
城改造等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大量征地 、
拆迁工作。 这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发展
速度与群众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 不能

以牺牲被拆迁者合法权益为代价， 片面
追求征地拆迁速度。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 各地接连发生
违法强拆事件。 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单
位以威胁恐吓 、 断水断电 、 暴力执行 、
行政强制等手段， 在被搬迁人未同意搬
迁或未经法院裁定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强
行拆毁群众房屋。 这不仅侵犯了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 更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 ，
甚至导致极端事件的发生。

归根到底 ， 发展是为了人民 ， 以

“发展” 的名义行违法强拆之实， 不但与
经济发展的本义相悖，而且严重损害政府
形象，必须严格予以查处。 近年来国家相
继出台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等规定，就是为了给地方拆迁行为戴
上一个“紧箍咒”，使违法强拆成为一条任
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触碰的雷区。

任何单位和个人采取非法手段逼迫
群众搬迁， 都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
裁。 这是此次通报和曝光的典型案件的
最大警示。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新华社记者 林晖

9月25日，第三届大理国际影会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
州开幕。本届影会以“生活在别处”为主题，活动分为摄影展
览和新媒体展播两大类别，历时5天，展出约6000幅作品。

图①游客在观看影展。
图②本报摄影记者郭立亮的摄影专题《大山深处的坚

守》入选大理国际影会搜狐新闻“平凡的良心”影展，是湖
南媒体唯一入选的作品。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李丹 摄

利比亚 “全国过渡委员会” 武装24
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战机支援下突然
攻入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家乡苏尔特 ，
但在城内遭遇狙击手激烈抵抗。

突然进攻苏尔特
苏尔特和拜尼沃利德是卡扎菲武装

据守的最后两座重要城市， 苏尔特为卡
扎菲家乡， 位于地中海沿岸。

“过渡委”武装利用坦克和装配防空
炮的货车开道， 冲破卡扎菲武装设置的
路障，朝苏尔特市中心进发。

指挥官穆罕默德·阿斯瓦维在一辆监
控前线作战的卡车内告诉一名法新社记
者，接到“过渡委”军事高层“突然进攻命
令”后，己方武装进攻逼退卡扎菲武装。

进攻苏尔特， 得到北约战机的空袭
铺垫。 北约说， 在过去24小时， 北约战
机轰炸苏尔特内一系列目标， 包括一座
弹药库和一门防空炮。

城内遭激烈抵抗
“过渡委 ”武装进攻遭遇激烈抵抗 。

从东侧进攻的法克里丁·萨拉比旅指挥
官穆罕默德·马里米说 ：“我们的部队穿
过东门深入7公里，先后与卡扎菲部队遭
遇几场激烈交火。”

在苏尔特以西50公里的一所战地医
院， 医生穆罕默德·库姆法说 ， “过渡
委 ” 武装在从西面和南面的钳式进攻
中， 至少6人死亡、 135人受伤。

卡扎菲依然难寻
卡扎菲下落依然不明 ，“过渡委 ”怀

疑他在苏尔特和拜尼沃利德两者之一 。
但有媒体报道称，卡扎菲仍在南部。

本月19日被俘的卡扎菲部队将军贝
尔贾西姆·阿巴吉说 ， 卡扎菲10天前通

过电话联系他， 当时他正在秘密活动于
塞卜哈和加特之间， 身边有识得沙漠路
线的尼日利亚和乍得雇佣军帮他。

本周成立临时政府
“过渡委”主席贾利勒24日在班加西

宣布，将于下周成立临时政府。

贾利勒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新
的临时政府将是 “过渡委” 及其执行委
员会的一个 “混合体”。

不过， 他承认 “过渡委” 对执行委
员会主席贾布里勒提出的关于组建政府
的意见还 “存在分歧 ”。 但他没有指明
贾布里勒所提意见的具体内容。

贾利勒说， 目前组建政府的另外一
个困难是所有地区和部落都希望在新政
府中占有一席， 一些城市认为他们拥有
优先权。 但他明确指出， 新的临时政府
将由 “有能力的人来组成， 哪怕他们出
自同一个城市”。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本周成立临时政府
利“过渡委”武装攻入卡扎菲老家

9月25日， 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向苏尔特开火。 新华社发

9月25日， 尼泊尔一架小型飞机在加德满
都以南的帕坦市市郊坠毁 。 机上19人全部遇
难， 包括16名印度和欧洲乘客， 3名尼泊尔机
组人员 。 图为工作人员在查看失事飞机的残
骸。 新华社发

俄罗斯：政治谜团揭开以后
新华社记者 魏良磊

据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记者 李志勇） 北京铁路各
车站25日开始执行按每张车票面额5%的新的退票费标准，
与之前的20%的退票费相比， 减少了四分之三。

记者从北京铁路部门了解到， 从25日零时起， 全国旅
客列车退票费标准统一进行下调， 退票费最低为2元。

火车票新退票费标准开始执行

①

②

据新华社酒泉9月25日电 （李清华 赵薇） 25日下午，
天宫一号飞行任务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了全区联合演
练。 结果表明， 各系统组织指挥顺畅， 技术状态正确， 参
试设备工作正常， 具备发射条件。

天宫一号器箭组合体于9月20日上午转运至发射区 ，
随后组织实施了火箭、 目标飞行器功能测试及接口匹配检
查， 器箭地联合检查、 首区合练及电磁兼容性试验等工
作。 25日组织实施的全区联合演练， 是按发射流程进行的
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将验证各大系统工作状况。

14时30分，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指挥
下， 合练进入-3小时程序。 记者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指
挥显示大厅看到， 参试各系统组织严密， 各级指挥员口令
准确， 技术人员操作熟练， 系统之间相互配合默契， 各项
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 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有关负责
人表示， 通过此次合练， 达到了预期目的， 全体参试人员
对完成天宫一号飞行任务充满了信心。

天宫一号联合演练

监察部等4部门联合查处吉辽等地11起强拆致人伤亡案
征地拆迁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