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南宁 11 月 25 日新媒体专电
近日有网民在微博爆料，称有人在广西和
西藏墨脱等地猎杀野生动物豹猫以及白
鹤，引发各方关注。

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公安局办公室
主任陈刚说，看到相关报道后，广西森林
公安局非常重视，并已成立专案组对事件
进行调查，根据现有线索尚未能确定事件
是发生在广西。

陈刚表示，每年迁徙到广西的白鹤数
量较少， 而微博图片所示的豹猫体型较
大，在广西也比较罕见，公安机关正在加
紧侦查。 白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豹猫
是广西重点保护动物，如果猎杀行为被查
实，有关责任人将承担相应的责任。

西藏墨脱县则通过县政府网站回应
称，县公安局、林业局统一行动，根据微博
内容及照片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搜查，并未
发现照片中显示的捕杀野生动物的 3 名
肇事者，也未发现有捕杀野生动物的现象
存在， 目前有关部门已组织安排林业、公
安部门分派执法人员深入各乡镇进一步
核查农牧民群众私设铁丝套等危害野生
动物的设备，并认真开展保护野生动物的
法律法规宣传和私设设备的收缴工作。

一些网民质疑事件发生的地点，对此
微博爆料人 ＠ 光阴几何 web 则表示，猎
杀白鹤、豹猫发生在不同地点，有关信息
来自朋友举报和 QQ 群里，而墨脱下钢丝
套捕杀野生动物则是其亲眼所见。

11月 25 日， 味味川菜馆燃气燃爆事
故波及到隔壁的农家肉专卖店和水果店。

当日上午 8 时 27 分许， 厦门思明区
美湖路 29 号味味川菜馆发生一起燃气燃
爆事故。 截至目前，事故现场死亡 3 人，受
伤 4 人，已全部送医院救治，其中 1 人经
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取证中。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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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贺岁金币 330 元兑换发行
热点追踪： 为贺岁 2015 乙未羊年。 国家特别发行了三羊开泰贺岁纪念金币 - 全套 3

枚，分别是三羊开泰，领头羊，招财羊纪念金币。 每枚面值 100，共计 300 元。 首次面向公众
公开兑换发行。 一经面世，引发全国兑换高潮，西宁首发引起抢订高峰！

全国火爆兑换 - 国家法定面值只涨不
跌，首轮 1 元生肖羊暴涨 450 倍，今天收藏
三羊开泰纪念金币，用不了几年就是一辆车！

城东马女士：“1993 年生肖羊币， 我凌
晨 5 点就去排队，结果还是没排到，这次三
羊开泰纪念金币等值兑换， 我绝不会再错
过！ 100 换 100，永远也亏不了，用不了几年
就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我看发行现场都是 3
套，5 套的兑换，我一下兑换了 10 套！ 国家

法定面值，我放心。 ”
长江路某公司薛总：“首轮十二生肖面值

12元，现在涨到 1500元。 首轮生肖金银币更是
涨到 35万元。第二轮生肖羊金币现在等值兑换
绝对错不了，我兑换 10套，无论是送客户，还是
朋友，还是自己收藏再合适不过了。 ”

【发行公告】
《三羊开泰生肖贺岁金币》全套 3 枚,每

枚 100 元 ，总面值 300 元。 随藏品配套第三
四套人民币设计大师金币总公司高级经理
胡福庆设计证书和亲笔签字，谨防假冒。 全
国兑换价 330 元（含 30 元装帧手续费）。

抢兑热线 ：0971-7921182������������������
唯一指定发行地址： 城中区西大街 1号中

国邮政大十字邮局二楼收藏品专柜（电梯左侧）

大量补贴资金打“水漂”，
补贴大棚撂荒牛群吃草

今年 7 月， 海南省审计厅对涉农专
项资金绩效审计情况向海南省政府报告
时指出，审计资金 21.55 亿元中，查出违
纪违规金额 5.05 亿元， 其中大棚建设补
贴资金方面违纪违规现象突出， 涉及虚
报冒领、 闲置浪费的大棚补贴资金过亿
元，主管部门严重失职甚至渎职。

随后的 8 月至 11 月，海南省纪委通
报，这个省 19 个市县中有 9 个市县农业
系统官员因大棚补贴资金涉嫌违纪，12
名正副局长被调查，目前，移送纪检、检
察机关案件就达 30 起。

海南省纪委相关人士表示， 半数市
县的农业官员因大棚补贴问题“落马”，
而且案件普遍呈现窝案性质，令人震惊。

惠农补贴缘何成了撂倒众多农业官
员的“绊马索”？ 记者调查发现，为解决
海南本地菜价高，常年“菜篮子”建设投
入不足的问题， 海南省近年来投入巨额
补贴支持蔬菜大棚建设， 仅 2012 年和
2013 年就分别投入 1.24 亿元和 9300 万
元重点支持常年蔬菜设施大棚建设。

一些不法分子打起这些补贴的主
意。 他们为了套取补贴，花重金拉拢掌握
审批、 审核权的农业系统干部。 上级授
意、下级操作，大开“绿灯”审核通过后，
不法分子成功套取补贴， 建好的大棚便
丢弃撂荒，“人走棚空”。

海南省审计厅对全省 11 个市县近
三年大棚建设资金进行审计的报告指
出：11 个市县 121 个大棚 5180.15 亩闲置
或损毁严重， 涉及补贴资金 6746.79 万
元， 其中 61 个大棚完全损毁；24 个大棚
闲置荒废；36 个大棚仅仅是钢架竖立在
土地中，无法发挥作用。

大量补贴资金打了“水漂”，市民渴
望吃上低价菜的愿望也落了空。 海南省
审计厅一名干部表示， 如果这些大棚都

派上用场， 在酷暑和暴雨时也能保证蔬
菜供应， 一些本地人爱吃的叶菜就不会
动辄就每市斤五六元。 大量大棚闲置撂
荒是海南菜价居高不下的一个因素。

上至局长下至普通干部都
捞“油水”

记者从海南省纪检监察部门了解
到，在出事的基层涉农部门，上至局长，
下至普通干部，都能从申报、测量、验收
等环节捞到“油水”。

———收受贿赂 ， 给虚假合同 “放
行”。 2011 年 3 月到 4 月间，海南省文昌
市无业人员林某、 崔某某等人虚构土地
承包合同书， 并持虚假合同书向文昌市
昌洒镇政府申报瓜菜大棚补贴。 他们分
别向时任文昌市农业局正副局长的符史
军和符永诚贿赂现金 15 万元和 5 万元，
这两名官员向下属授意， 向林某的大棚
建设“开绿灯”。

文昌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副
局长张桂岩向记者介绍说， 林某的大棚
是违反了先批后建的规定， 不能进入补
贴程序， 但是因为有两位局长的 “照
顾”， 这些大棚顺利地进入到补贴程序
中。 最终， 这些大棚在没有完工的情况
下， 就顺利骗取补贴 197.04 万元。 案发
后，符史军和符永诚都被“双开”。

———擅自篡改数据， 虚增面积套取
补贴。 据介绍，大棚补贴程序中，有关部
门要对其实际占地面积进行实测核查。
就是这样一个细小的环节都成为贪腐的
“漏洞”。 海南屯昌县国土局土地交易与
技术服务中心陈某负责运用 GPS 技术勘
测大棚面积，在收受了 9 万元“好处费”
之后，他擅自篡改测量数据，伪造了虚假
测量图，虚报面积 95.28 万亩，使得补贴
资金 135.81 万元被骗取。

———验收 “走过场”，“廉政为民”
成表演。 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局副局长文

敬东以及科员苏敏等人收受该市大发农
民合作社负责人的贿赂，在验收大棚时本
应测量档型、整体质量、面积和钢管重量，
但是文敬东等人在不清楚整体质量是否
达标的情况下，仅凭大发合作社提供的大
棚造价预算材料， 就在验收单上标注合
格。更为讽刺的是，文敬东在被调查前夕，
还在全市预防涉农资金领域职务犯罪专
业培训课上大讲廉政为民的道理。

海南省审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审
计过程中， 弄虚作假的工程之多令人震
惊， 全省只有昌江县一个大棚施工单位
提供了真实造价合同， 而其他建设工程
中，发现了大量假合同、假发票和虚增面
积。 疯狂的权力寻租直接导致大量财政
资金流失浪费。

原本是国家惠农资金的“把关人”，
却成为不法分子“侵蚀”这些资金的“帮
凶”，众多农业干部落马让不少纪检干部
唏嘘。 “贪贿和渎职是交织在一起的，没
有受贿的动机就不会这样去渎职， 权钱
交易在这里面很明显。 ”张桂岩说。

农资项目报批存在 “送钱
快批，不送不批”现象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 很多大棚的补
贴资金是高于造价的， 不少企业以此赚
取差价，而一些真正需要扩大生产、平衡
收支的合作社和农户却在审批过程中处
处受阻、迟迟拿不到补贴。

海口市纪委一名干部表示， 在 2012
年查处的该市农业系统部分干部受贿的
腐败窝案中就发现， 农业补贴资金就如
同天上掉下的“馅饼”，“给谁都是给”，
在项目报批过程中存在“送钱快批，不送
不批”的现象，有的行贿资金占补贴资金
总额的 30%到 50%，监督手段完全失灵。

文昌市人民检察院干部崔强表示，由
于农业系统人员较少， 内部根本无法形成
有效的制约机制， 容易形成自上而下的利
益共同体，违法违纪问题得不到有效监督。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 虽然农业部门
不少审批事项已经下放至市县， 简化了
审批程序，缩短了审批时间。 但限于基层
工作事务繁杂，人力少，加上部分干部和
公务员素质不高， 经常出现敷衍了事现
象。 根据规定，所有专项资金的开支至少
经过 3 个以上的部门把关， 但仍然出现
政府职能部门间的内控失效。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认为，权
力过于集中，极易形成权力寻租空间，涉
农补贴的申请、审查、批准、发放等多个
环节， 往往都是由少数几人甚至一人完
成的， 而系统内监督又通常以报表或自
查的形式进行，造成监督失灵。

据新华社海口 11 月 25 日电

———海南农资补贴腐败窝案调查

瓜菜大棚撂倒 12 个农业局长
4 个 月 时 间

内，由瓜菜大棚建
设财政补贴资金
牵出的腐败案，让
海南省 12 名农业
局正副局长 “落
马”， 涉及 9 个市
县，几乎占到全省
市县的一半，涉及
违法违纪金额超
过 1 亿元。

广西调查
网传“猎杀野生动物”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