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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之手
化解“黑拆”戾气

对于一些所谓的拆迁 “钉子户”，协
商无法达成时并非无法可依。 根据《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被征收人
超过规定期限不搬迁的， 由政府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拆迁户还可申请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通过法律救济化解
问题。

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并没
有依法办事。 在河南驻马店今年 8 月发
生的强拆中，为了拆掉魏水清家的房子，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金山办事处做了 “精
心准备”： 提前下发限期自行拆除通知
书，邀请市电视台跟拍录像，训诫 60 多
名城管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看起来
“万事周全”，却少了最不可或缺的一环：
法院对拆迁强制执行的授权。

这其中恰恰暴露了地方政府法治思
维的缺失。 据王才亮介绍，近年来，一些
地方政府违法自行组织强制执行， 事后
司法监督却落空。 无论是诉政府违法或
是诉公安不作为，行政诉讼都难以立案。
如青岛某市民房屋 2011 年被当地城管
纠集涉黑人员强拆后， 向当地法院起诉
长达两年无人问津。

有关专家认为，倘若脱离法治轨道，
由拆迁引发的社会冲突必将陷入 “丛林
困境”，由利益博弈演化为赤裸裸的“拳
头正义”，最终导致政府形象失分，群众
利益受损。 无论政府、 开发商还是拆迁
户，“战争”没有赢家。

为防止“黑拆”“血拆”一再上演，肖
滨建议，一方面要完善官员问责机制，引
发冲突事件后， 上级政府要对下级官员
进行问责，纠正当中的不作为、乱作为；
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程序、法律渠道、调
解机制解决拆迁带来的实际矛盾。

“司法是保障法律公正的最后一道
关口。 ”王才亮说，法院及时受理拆迁纠
纷，公正审判相关案件，使各级政府的行
政行为受到司法监督和审查， 才能减少
社会矛盾激化的概率， 切实维护群众的
利益。 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如何消除“黑
拆”土壤，以法治之手解决暴力拆迁，检
验着政府践行法治的耐心和决心。

（据新华社电）

男子持长刀砍杀村民致 5 死 9 伤
12月26日7时许， 云南德宏州

芒市遮放镇嘎中村发生一起凶杀
案， 据报道， 事件已致5人死亡9人
受伤。 犯罪嫌疑人系嘎中村村民，
目前已被警方控制。

26日下午， 记者从当地村民了
解到， 行凶男子， 20多岁， 身材高
大， 手持长刀砍村民， 砍人后曾回
家洗澡。

“他还砍伤了自己的爷爷和妈
妈， 爷爷重伤， 在抢救，” 当地一
村民于某告诉记者， 行凶者个子高
大， 20多岁， 刚打工回村几天。

于某还称， 犯罪嫌疑人杀人后
曾回家洗澡并坐在家里看电视 ，
“非常淡定”。

“我们工地拉沙子的一名拖拉
机驾驶员也被杀了， 他昨天晚上还
跟我说明天要拉5趟沙子。 可是，
今天早上却遇害了。” 15时许， 当
地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王先生说
今早在工地得知同事遇害， 便赶往
嘎中村。

王先生儿子介绍称， 已经确
定死亡的5人均为嘎中村村民， 目
前死者已经入馆， 其余伤者在医

院抢救。
16时许， 记者致电芒市公安

局， 一工作人员称， 7点30分左右
局里接到报警， 同时通知了遮放镇
派出所。 “现在局里领导都去现场
了， 还没有回来。” 他还称， 目前
伤者已送往医院。

随后， 记者致电遮放镇中心卫
生院， 一名医生称， “由于伤情严
重， 伤者现在已转到州人民医院。”

记者从芒市市委宣传部获悉，
案件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中。

据《新京报》 报道

“黑拆”“血拆”“艾滋拆”一再上演

谁在操控“拆迁部队”
近日，“艾滋病拆迁队”惊现河南南阳一拆迁小区，这群人

自称是艾滋病患者，恐吓居民称不搬走就感染他们，这种极端
的拆迁手段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黑拆”“血拆”一再上
演，甚至发展成“艾滋拆”等极端形式。

一桩桩惨剧、闹剧的背后，究竟谁在对普通群众暴力相加？
谁在幕后操控形形色色的“拆迁部队”？

“拆迁部队”的组成：三类人员充当“打手”
据南阳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三厂小区

居民反映， 这些 “艾滋病人” 12月初住
进该小区内， 还拿出病例卡证明他们患
有艾滋病， 并在许多墙上喷涂 “艾滋病
拆迁队” 等字样， 见到居民就恐吓说不
搬走就感染他们。 一些不堪忍受的居民
已经搬走。

在不少地方发生的强拆中， “拆迁
部队” 总是冲在最前线。 记者调查梳理
发现， 这些 “拆迁部队” 主要由三类人
员组成：

———城管、 警察等执法人员身影最
为常见

在一些地方性法规中， 经由行政机
关确认属于违章建筑， 且逾期拒不拆除
的， 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这也是城
管、 警察屡屡冲在暴力拆迁一线的原因。

10月13日， 河南驻马店经开区开源
办事处村民与前来强拆的城管持砖互殴、
致多名村民头破血流。 事后， 官方通报
称， 这是部分村民为套取国家补偿资金
加盖的 “违建”， 驻马店市要求城管人员
前去拆除。

河南一名长期从事拆迁的基层干部
说，尽管出发前对城管执法人员反复训诫
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当冲突发生
时，场面很容易失控。 这名干部反思，“这
些冲突一再发生，主要是事前工作没有做
好，如果程序公开透明，充分征求民意，沟
通协调，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

———拆迁公司在不少暴力拆迁中扮
演不光彩角色

此次南阳艾滋病人拆迁事件中， 针
对是否有人利用艾滋病人威逼拆迁， 公
安部门正在调查中， 同时， 对负责该项
目拆迁的南阳市迁安拆除公司停业整顿。

2013年底， 江苏苏州市通安镇严山
村村民范木根因拆迁冲突刺死两人， 留
下一份遗书在网上扩散开来， 遗书中说，
其 “一家人安全因拆迁遭黑社会威胁，
一家人不敢回家”。 他所提到的 “黑社
会” 其实就是当地一家拆迁公司。 2013
年12月3日， 拆迁公司人员因拆迁谈判和
范家发生争执， 并殴打范家人， 冲突中
范木根掏出身藏的尖刀将两名拆迁公司
人员刺死。

河南郑州一家拆迁公司合伙人告诉
记者， 搞拆迁工程， 只要不出现事故，
稳赚不赔。 拆10万平方米， 挣三四百万
元不是问题。 “但想揽到活儿， 还是得
有关系。 一般由当地政府先把工程给房
地产开发总公司或有资质的拆迁公司。
我们是从这些 ‘头包’ 手上揽活儿， 有
时是二包、 三包后才到我们手里。” 这名
合伙人告诉记者， 大部分拆迁户拿到补
偿款都能顺利搬走， 也有少数钉子户，
到了最后期限还赖着， 只能强制拆迁了。
如把人打伤， 家电家具损坏了， 都是先
由政府部门出面协调， 最后由开发商、
拆迁公司各拿出部分赔偿。

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 《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规定， 禁止征收
实施单位以牟利为目的， 这就意味着以
牟利为目的的拆迁公司不具合法性。 据
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发布的 《2013： 中
国拆迁年度报告》 称， 在一些地方， 拆
迁公司风生水起， 有些拆迁公司已经形
成黑社会组织化， 并有蔓延的倾向。

———受雇佣指使的各类人员
记者调查发现，房地产开发商、村干

部等雇佣指使的社会闲散人员，甚至涉黑
团伙成员参与暴力拆迁也是愈演愈烈。

在今年10月发生的云南晋宁征地冲
突事件中， 施工方事前组织的数百名持
械着统一服装人员与村民发生激烈冲突。
据昆明市公安局通报， 经调查， 这些人
员主要由项目施工方有关负责人从自己
经营的公司等处组织而来， 所统一使用
的作训服、 头盔、 盾牌是其在市场上以
非法渠道购买获取。

记者在中部部分省份采访时注意到，
几起拆迁事件中， 找拆迁户寻衅滋事的
人多以20多岁的年轻人为主。 这些人通
常通过私闯民宅、 骚扰恐吓、 打砸门窗、
限制拆迁户人身自由等手段胁迫同意拆
迁， 有些采取极端的手段制造车祸和火
灾。

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统计， 仅2013
年3月底到4月初， 媒体就披露了3起车祸
致拆迁户死亡事件。

“暴力的背后是暴利”
长期关注拆迁问题的北京市才良律

师事务所律师王才亮说，拆迁要按照《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设计的程
序进行。从目前发生的案例看，“黑拆”“血
拆”许多都是为了赶进度，绕开程序铤而
走险， 暴露了一些地方官员追求政绩、利
益，忽视公平正义的思想根深蒂固。

记者调查了解到，不少地方政府为了
规避违法风险，采取了“委托社会力量动
手、自己背后撑腰”的拆迁模式。在所有强
拆事件中，补偿标准往往是引发冲突的导
火索。 在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地方政
府或开发商便指使“拆迁部队”采取“非常
规手段”，速战速决，导致“黑拆”“血拆”时
有发生。

“暴力的背后是暴利。 ”中山大学政务
学院教授肖滨说，“首先是开发商受利益
驱动，无视法律；其次是背后有地方政府
支持，至少是默许。 征地拆迁必须经过地
方政府， 地方政府要真正站在群众立场
上，开发商也好，拆迁公司也好，不敢这么
大胆地践踏法律。这反映出一些地方官员
和开发商利益勾结的程度之深。 ”

2011 年，因城中村改造，广州市天河
区冼村部分村民对拆迁补偿方案不满不
肯签约， 施工队强行拆迁与村民发生冲
突。 后经村民不断上访举报，冼村领导班
子被纪检部门查处“一锅端”，又牵出广州
市副市长曹鉴燎与多名开发商勾结等黑
幕。

“没有问责机制，才会纵容地方官员
庇护或指使非法强拆。 ”王才亮说，在很多
案例中，暴力拆迁无论造成多么恶劣的社
会影响，都没有被问责，反而受到政府的
默许甚至鼓励，所以才会一再发生。

今年的山东平度市 3·21 纵火案中，
开发商与杜家疃村主任杜某相勾结，共同
指使纵火暴行。

今年 8 月 18 日， 河南省驻马店市经
开区金山办事处发生一起暴力拆迁事件，
城管与拆迁户激烈冲突，有孕妇倒地的现
场视频引发广泛关注。 但仅仅时隔两月，
10 月 13 日，驻马店经开区又一次发生城
管进村与拆迁户持砖互殴的冲突，两起暴
力拆迁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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