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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亩集体土地被承包村民不知情 村干部廉价出租铺面 村民小组长多领补偿款

《亮见》发问：“小微权力”失范谁管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村务公开效果如何尧基层权

力运作如何监督噎噎昨晚袁2016海口电视问政节目 叶亮见曳 发出第四
问要要要野失守的关口冶袁矛头直指农村野小微权力冶失范现象遥 海口市财
政局尧市民政局尧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成为本期节目的被问政嘉宾袁就
农村野三资冶管理尧村务公开等问题袁面对镜头袁接受了现场问询遥

与以往节目全程紧盯问题尧犀利追责不同袁此次叶亮见曳在狠抓问
题的同时袁也报道了村务公开的正面典型袁短片还分享了美兰区灵山
镇桥东村村务公开的典型事例遥

省委常委尧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率领市四套班子领导出席遥

2016海口叶亮见曳第四问活动现场

海口市文明村集体所有的 100亩
荒地袁竟在村委干部尧村民代表与村民
均不知情的情况下袁 被承包给了他人

作旅游开发袁 这一情况暴
露出了海口农村野三资冶管
理方面存在的监管漏洞遥
昨晚的叶亮见曳节目现场袁
海口市财政局尧农业局尧民
政局与秀英区等相关部门
主要负责人均表示袁 虽然

有监管制度但在执行时仍存在不到位
的情况袁表示将吸取教训袁举一反三袁
加大对村干部的指导与培训遥

在节目现场观看了 VCR叶咱们的
土地袁你说出租就出租钥 曳之后袁海口市
秀英区区长王业天表示袁 虽然村里集
体资产处置的情况不需上报区里袁秀
英区建立了野三资冶委托管理中心袁但
区农林局尧财政局有监督指导责任遥海
口市财政局局长伍振湘也表示袁 市财

政局对村级财务有指导责任遥
海口市农业局局长李世高表示袁

目前海口的农村野三资冶管理工作主要
还是由镇一级政府负责袁 但市农业局
对镇里的帮助指导还不到位遥按规定袁
像文明村这种村集体土地对外承包的
情况袁应该要制定方案袁依法通过村民
代表会议通过袁 并报镇政府批准才能
承包给他人遥

海口市民政局局长陈益君表示袁

目前海口的村务公开还存在发展不
平衡袁内容不全面袁程序不规范袁公开
不及时袁没及时解答群众的疑问等问
题遥 海口正在进行基层干部换届袁市
民政局将吸取这个案例的教训袁加大
对村务公开尧民主管理等相关法律的
宣传力度袁 让村民都了解政策规定袁
并与镇政府一起加大对村干部的培
训力度袁增强新干部的履职能力与法
律意识遥

美兰区渡头村 27 间铺面位于文
明东路袁每间铺面上下两层袁面积大概
为 15-20平方米遥 这些铺面每个月租
金共 13000元袁 折合每间铺面每月才
460元袁而且没有公开招租遥

渡头村村长詹某称袁铺面在 2015
年 11月对外招租袁 承包商联系上了
他袁因承包商把电线尧水管尧门窗尧防水
等进行翻新维护袁整个装修花费约 20
万遥承包商以此一再压价袁双方最终达
成协议院27间铺面以每月 13000元的
价格承包给了对方 9年遥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袁 这些铺面

出租给别人的租金为 1700元到 3400
元不等遥栏目算了一笔账院如果以平均
价格每间每月 1700元计算袁27间铺面
一年的收益应该是 550800元曰但实际
上一年的租金是 156000元袁中间的相
差是 394800元袁 也就是说投入 20万
元装修改造袁第一年就能收回成本遥

报道中反映袁如此廉价的租金仅
是村委会班子 5人讨论后通过实施遥
村内监督委员会并不知情袁 而是在
2016 年第一季度财务公布的时候才
知情遥

针对节目曝光了文明东路渡头村

5位村干部做主把 27间铺面野廉价冶出
租的情况袁 多位主管部门负责人均认
为袁该做法违反程序袁下一步将对村务
公开尧民主监督加强监管遥

野看了节目曝光的村干部 5人就
定下 27间铺面出租的情况袁自己感到
非常震惊尧沉重袁推进村务公开尧民主
监督还有盲点遥 冶美兰区区长冯琳说遥
白龙街道办主任王邦仲说袁野三资冶管
理尧村务公开等在主城区仍有空白袁村
民监督尧民主程序有盲点遥下一步将通
过完善野三资冶管理办法袁对土地尧铺面
等资产进行登记袁 同时还要完善村务

公开制度遥
海口市财政局伍振湘

说袁 财政部门重点在于对涉
农资金的监管袁 下一步也将
加强对涉农资产尧资源管理遥
海口市农业局李世高说 袁根
据相关规定袁 村内资产处置前要进
行评估袁公示处置方案袁召开符合规
定人数的村民代表大会袁 最后要把
资产处置的合同进行公示尧备案遥 节
目曝光的情况明显不符合程序袁下
一步除了加强对村干部的培训袁相
关部门还将加强监督遥

渡头村村干部廉价出租铺面 多位负责人均认为违规

十余万工程款袁按程序
本应转账支付的袁却违规提
现发放遥 日前袁海口市纪委
下基层调研时袁发现龙华区
遵谭镇遵谭村委会存在财

务违规操作的问题袁 且基层的财务工
作人员对三资管理中心的业务流程并
不了解遥
据了解袁2015年 12月袁 遵谭村委

会从该村账户直接提取现金 174000
元袁其中 14万元用来支付美盈村巷道
建设尧文化建设配套工程尧瓜果基地水
管安装以及遵谭村委会办公室工程
款袁均为现金支付遥 其中袁美盈村巷道
建设工程的建设所需与所报材料不相

符遥 2016年 2月 1日提现 146000元袁
其中 65090元用来发放误工尧误餐尧种
子肥料采购等项支出袁79000元用于美
盈村一事一议工程尧 尊龙路路灯配套
工程尧儒周小学教室拆除清理工程袁其
中一事一议工程无合同尧预算书尧结算
书等袁尊龙路路灯配套工程预算尧结算
发票明细数据不一致袁 拆除清理工程
无劳务及机械租赁发票袁 使用水泥发
票冲账遥

2016年袁为了支付上述的工程款袁
遵谭村委会根据之前的流程袁 向遵谭
镇三资管理中心提出书面申请袁 村委
会觉得反正是自己的钱袁 手续流程简
单一点无所谓遥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袁 违规提
现袁所需所报的材料不符袁发票数据明
细不一致袁 遵谭村委干部并没有向村
民公开村内资产明细遥 对于村内的事
务袁 村民表示看不懂村委会公开栏的
内容遥除此之外袁三资管理中心人员对
业务不熟袁培训不正规遥

遵谭镇委书记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袁 之前制度中没有明确说会计必须
是公务员袁或者体制内的文员袁只要求
到必须有会计证袁 而当时因为人手不
够袁镇里也请示过区里袁觉得这就是只
要有会计证袁他就能把关好这项工作袁
可能配套制度并未进行监管袁 的确存
在缺失遥

龙华区遵谭镇镇长吴博回复称袁三
资管理在开始时执行得很好袁但后期有
人员变动袁 上岗之后业务培训不到位袁
才导致了很多工作完成不到位遥
昨晚袁龙华区遵谭镇镇长吴博在

叶亮见曳节目现场为镇里工作不到位
作出检讨遥 龙华区区长凌云也表示
已立案调查此事遥 海口市财政局局
长伍振湘表示袁 对基层
财务人员培训指导不到
位袁 财政局有责任袁但
基层财政人员流动率
高袁 会影响培训效果袁
希望基层财政人员能够
尽量保持固定人员遥

为支付工程款，遵谭村委会从村账户直接提取现金

叶亮见曳四问野失守的关
口冶开播袁节目曝光了海口市
琼山区红旗镇大万村民小组
的苏某一家 9 口人领到 2014
年 1 月下发的政府储备地项
目补偿款少了袁但该村民小组
组长丁某一家 8口人袁却领了

11人的补偿款遥
据报道袁2014年 1月红旗镇大万

村民小组的村民政府储备地项目的补
偿款下来了袁 该村 33户人家每
家每户都有代表参加讨论袁最终
制订了分配方案即院本村民农业
户口每人能得到全额的补偿
款 51000元袁非农业户口及

没有工作人员只能得到人口补偿款的
70%即 35700元袁而在职人员公务员及
退休教师只能得到人口补偿款的 50%
即 25500元遥

按照这个分配标准村民苏某一家
9口人应领到 45.9万元补偿款袁 但却
只领到 70%遥 但大万村民小组的组长
丁某一家只有 8口人袁却领了 11人的
补偿款遥

丁某承认自己家总共只有八口
人袁其中还有一人是非农业户口袁该非
农业户口家庭成员做了几十年卫生袁
全村人都同意百分之百给他(补偿款)遥
对于为何丁某一家多领了三个人的
钱袁丁某称袁当时村搞文明村建设袁他

们垫了 9万元买东西袁 于是就从补偿
款里野扣冶遥

丁某还出示了一份关于 2014 年
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增加三个人口袁
资金的使用和原因袁 在这份方案上同
村很多人都按手印签名遥

经走访发现袁 村里搞公共设施建
设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袁 但不清楚组长
多报多领的事情遥 参加报道的记者发
现袁 丁某多报多领三个人的土地补偿
款总计 153000元袁这么大的一笔开销
在开村民小组会议时没有详细记录袁
而是在事后补充遥

按照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曳规定袁
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机构村民小组会

议应当建立村务档案袁 乡镇人民政府
应当对村务档案建立工作给予指导和
监督袁 其中村务档案就包括征地补偿
费使用及分配方案遥

红旗镇镇长吴敏称袁 去年分配的
时候没有经过镇里袁镇里的工作组尧相
关部门也进行了核
查 袁
确 实
是 多
给 了
村 小
组 组
长家三个人
的钱遥

大万村民小组组长一家 8口人却领了 11人补偿款

文明村集体土地“被”承包 相关部门承认监管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