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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新条例征求意见!法学专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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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国务院法制办座谈会围绕
#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 $ 草

案!%展开"而并非此前媒体报道的# 城市房屋
拆迁管理条例% &两大新旧条例的关系如何'新
条例能否真正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

!#

日上午" 国务院法制办召开专家研讨
会"邀请包括此前建言全国人大审查# 城市房
屋拆迁管理条例%$ 下简称"拆迁条例#(的

$

名
北大法学学者在内的专家"对# 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 草案(%$ 下简称"征收

条例$草案!#(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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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的座谈会是国务院法制办就拆
迁相关条例的修改召开的第三次专家论证会"

座谈会由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主持&

除了邀请沈岿)王锡锌)姜明安)钱明星和
陈端洪这五位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的北大法学
院教授外$ 陈端洪教授因事未出席("国务院法
制办还邀请了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应松年教
授)薛刚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

王轶教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梁慧星教授&

在研讨会前"学者们拿到了一份# 征收条

例$ 草案(% "这是一套关于房屋征收与拆迁补
偿的全新制度设计方案&据参会的部分专家透
露"不同于现行的# 拆迁条例% "# 征收条例$ 草
案!%在征收补偿主体)补偿程序等问题上基本
符合现行法律& 几位北大学者称"他们此前指
出# 拆迁条例%与当前法律的几点冲突"在# 征
收条例$ 草案(%中已经基本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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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岿表示"当天会议谈及六大内容*一是
公共利益的界定"就是说用什么来界定项目是
不是公共利益'+ 我们今天谈到了例举法"建立
一种机制"让民众参与& ,

二是关于把征收纳入拆迁程序" 谁来征
收"用什么样的程序征收)怎么公开)如何征求
公共意见&

三是征收时的补偿标准"现在的想法是市场
评价"问题是怎么让评价的第三方机构保持中立&

四是争端的解决方式"在征收和补偿的过
程中"那肯定会有不服的"怎么办'我们想到的
是可以行政复议"或者申请法院裁定&

五是强制拆迁的程序和条例" 要严格规
定"原则上禁止野蛮拆迁"包括断水断电断气

等胁迫行为&

六是当拆迁涉及到非公共利益需要的时
候"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商业利益的时候"

开发商与房屋所有人以平等的民事主体进行
谈判" 如果开发商没有办法和房屋所有人谈
拢"他就没办法进行项目建设&

沈岿说"他认为第六点很重要"因为+ $ 新
条例出台后( 如果是纯粹商业利益的开发"那
么"就算开发商说动了一千户"只要有一户不
肯搬"那他就要修改自己的计划"这跟国外的
办法是很类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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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会议的学者和官员的意见基本一
致"只是个别地方有不同见解& ,沈岿表示"他
认为新的条例应该会在一年以内出台"+ 这个
条例接下来还会请更多的专家进行座谈"然后
会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 ,

沈岿说"新条例出台前的变数不大"+ 可能
就是一些具体制度的设计还需要讨论& ,

而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长期从事拆迁法
律服务的律师王令此前表示"# 拆迁条例%是现
行的关于拆迁的行政法规"由于# 宪法%# 土地

管理法%的修改以及# 物权法%的颁布"现行# 拆
迁条例%明显不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为此立
法机关专门修改了#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并授
权国务院制定# 征收条例% &他指出"待# 征收条
例%出台后"# 拆迁条例%的命运+ 必然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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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日询问与会的北大教授沈岿*+ 会
上提到了唐福珍等暴力事件没有'这是不是意
味着唐福珍的悲剧不用重演' ,

沈岿说*+ 略带提到"没有展开& 今天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的人员也到场了" 但要注意的
是"我们谈论的是# 征收条例$ 草案(%$ 没有涉

及到农村土地问题( & 我们看到的因拆迁引起
的暴力事件" 大部分发生在农村集体土地上"

城市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必须分清& ,

沈岿说"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拆迁问题依据
的是# 土地管理法%和# 土地管理法的实施条
例% &+ 我们觉得应该有一部统一的法律来管城
市和乡村的征收拆迁" 但现在还一时难以出
台& 毕竟城市和农村的土地不归一个部门管"

管城市房屋拆迁的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而管
集体土地的是国土资源部& , 据潇湘晨报等

孙淑义被免职
山东省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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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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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政协
山东省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

日
下午召开第九次会议"根据# 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有关规定"决定免去
孙淑义山东省政协主席职务" 并撤销其
省政协委员资格&

民警杀人案
终审改判死缓

云南蒙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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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蒙自县民警吉忠春持枪杀人一案
作出二审判决*维持民事部分赔偿

!&

万
元的判决"吉忠春犯故意杀人罪"改判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云南省高院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
布
!%

日的判决结果& 云南省高院副院长
田成有介绍*吉忠春是蒙自县公安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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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醉酒驾车后"因倒车琐事
与潘俊发生争吵"继而相互扯打"扯打过
程中吉忠春拔出随身携带的+ 六四,式手
枪朝潘俊射击三枪"致其当场死亡& 案件
经蒙自县公安局侦查) 红河州人民检察
院起诉" 红河州中院于

$

月
!(

日作出一审
判决"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吉忠春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判令吉忠春赔偿附带民
事诉讼原告人许馨月等

!&

万元& 宣判后"

被告人吉忠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许馨
月等均不服"向云南省高院提起上诉&

云南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 维持红
河州中院对民事部分的判决" 即判令吉
忠春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

万元-

维持红河州中院对吉忠春犯故意杀人罪
的定性- 吉忠春犯故意杀人罪" 改判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记者了解到"改判死缓的主要原因"

是云南省高院审理认为吉忠春作案后知
道他人已报案"在现场等待"公安人员到
现场后无拒捕行为"可视为自动投案-归
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其行为可认定为自首" 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 案件起因是被害人与吉忠春为倒车
琐事"双方相互吵打而引发"吉忠春故意
杀人的主观恶性较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
安的犯罪有所不同&故对其判处死刑"可
不立即执行&

我国野生大熊猫
近 !"##只
濒危状况得到有效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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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
!"

月
!#

日电
!%

日"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
保护区管理司司长张希武在上海透露"

截至目前" 我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已
发展到近

!#&&

只&

张希武在上海出席+
"&!&

年大熊猫世
博行,新闻发布会时表示"自上世纪

)&

年
代末以来" 全国大熊猫分布范围有所扩
大"数量有所增加"栖息地质量有所改善&

到目前为止" 全国共建立大熊猫自
然保护区

#"

处" 总面积近
("&

万公顷"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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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生大熊猫个体得到有效保
护"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发展到近

!#&&

只"濒危状况得到有效缓解&

据介绍"目前"四川省的平武)汶川)

宝兴三县分别栖息有野生大熊猫
"(&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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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

只"为全国野生大熊猫第
一)第二和第三大县&卧龙自然保护区内
分布有野生大熊猫

!$(

只" 是全国野生
大熊猫最多的自然保护区&

母亲去世后!男子因为思念!习惯性经常拨打母亲生前电话!

突然有一天!电话通了##电话那头的女子最终成了该男子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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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后"每当思念和悲伤袭来"岳阳
小伙罗意兴就反复拨打母亲生前曾经用过的
手机号码&一天)一个月)三个月"时间就这样
静静地过去了&突然有一天"电话通了..

接电话的女子李兰与罗意兴有着很多相
似之处"而且"她也正笼罩在丧父之痛的阴影
之中& 李兰与罗意兴从倾诉) 交流到相知相
爱"今年他们幸福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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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

岁的罗意兴是岳阳平江县梅仙镇
人"高考落榜后"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怀揣着梦
想"南下+ 淘金,&通过努力打拼"他终于在珠海
一家公司站稳了脚跟&

常年独自在外" 罗意兴常常挂念家里的父
母"尤其是患有胆囊炎的母亲&两年前"罗意兴特
意给母亲买了台手机"以便随时能联系上父母&

去年
$

月"罗意兴
#&

岁的母亲病发住院"经
查"胆囊已癌变"经过治疗"

'

月
!

日"罗意兴的

母亲还是离开了人世"她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
没有看着儿媳妇进门&

张罗完母亲的丧事"罗意兴仍回到了公司&

但每当夜深人静" 母亲的音容笑貌就会出现在
他脑海中" 思念就像潮水一样" 一波一波地袭
来&每当难以承受的时候"他就会悄悄地拿出自
己的手机"拨打母亲生前所用的手机号码&

从开始的+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到
+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停机,再到+ 您所拨打的号码
是空号, ..电话那端一直没有传出母亲熟悉
的声音"但

(

个多月来"拨打母亲的电话号码"逐
渐成了罗意兴生活中一个无法割舍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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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晚" 罗意兴又一次习惯性
地掏出了手机"拨打母亲的号码&可当他按下通
话键后"话筒里竟传出了那首再熟悉不过的+ 月
亮之上,&+ 我握着手机的手开始颤抖"心跳得厉
害"本能地想挂断电话&,就在这时"罗意兴听到

电话那头一个女的礼貌地问+ 你好"哪位',

听着罗意兴结结巴巴的自我介绍"电话另
一端+ 噗哧,地笑出声来&这种笑声让罗意兴心
头有种久违的亲切"他当即向对方解释了自己
拨打这个号码的缘由&电话另一头的女子表示
理解"这让罗意兴感到了一丝温暖"也记住了
电话那头这个叫李兰的女孩&

此后"两个年轻人便开始了电话联系&交谈
中"他们发现"两人的经历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
性&李兰是一位足疗师 "和罗意兴同岁"家就住
在离他家只有几公里的平江余坪乡& 去年

"

月"

一向对李兰疼爱有加的父亲突患脑血栓去世"

几个月来"李兰也一直没走出丧父之痛&

丧失亲人的痛苦" 一连串的人生巧合"让
两颗心越贴越近&今年

%

月
")

日"李兰与罗意兴
携手幸福地步入婚姻的殿堂&如今"他们正在
幸福地等待着宝宝的出生&+ 我们很幸福"这得
感谢我在天国的妈妈"是她用手机给我们牵了
红线&,罗意兴满怀感激地说& 据三湘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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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合肥海洋馆的工作人员装扮成&圣诞老人'%与穿着&福寿马甲(的大海龟在水底

嬉戏%迎接圣诞节) 新华社发

大海龟穿福寿马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