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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刘志浩

“窝案”调查

重启与否存疑

3月28日，广东省纪委在官
方网站发布消息称，茂名市政
协原主席冯立梅涉嫌严重违纪
问题，正在接受调查。随后有媒
体报道称，此次冯立梅被查，是
因为中央巡视组到广东后接到
了相关举报，在巡视组要求下，
广东省纪委准备复查茂名官场

“窝案”。
对冯立梅遭查原因，茂名当

地存在不同版本。
有消息称，冯立梅是因为牵

扯外地某刑事案件，经济问题才
得以暴露。此后，涉及冯立梅的
相关材料被移交给广东相关部
门，致使省纪委开启调查。

不管如何，冯立梅与重启
“窝案”调查联系在一起并非偶
然。

当地甚至有传言称，曾做
过茂名市纪委书记、在当地官
场有着“话语权”的冯立梅，手
里掌握着当地官员大量材料，

“已经全招了”。不少媒体则预
测，随着广东省纪委对其调查
的逐渐深入，很可能再次掀起
茂名官场震荡。

茂名市纪检部门反腐工作
的持续展开以及工作进展的集
中公布，也给了部分市民遐想空
间。

4月30日，茂名市纪检部门
通过官方网站公布多起违纪违
法案件，多涉及基层腐败。当天
公布的消息显示，2014年至今，
茂名全市各纪检部门共立案156
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7人，其
中县处级干部11人。

曾有受访者告诉齐鲁晚报
记者，像冯立梅一样，曾涉当年

“窝案”但未被立案调查的多名
官员，近日正再次接受调查。广
东省纪委相关工作人员已进驻
茂名一酒店。而据齐鲁晚报记者
多方核实，上述所称的“省纪委
相关工作人员”实为广东省委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督导
组第九组，并非广东省纪委专门
派驻的调查人员。

另有茂名本地接近官场的
人士表示，冯立梅此次被调查，
也仅是外地其他案件牵扯出的
个案，与茂名“窝案”调查是否重
启并无关联。

而齐鲁晚报记者近日从接
近广东省纪委相关人士处了解

到，广东省纪委目前并没有重启
“窝案”调查的意思。

茂名上述接近官场的人士
分析称，此前，广东相关部门既
然已对这部分官员做出了相关
的定性处理，全部推倒重来的可
能性就不大。“但这部分官员也
不排除因为其他个别案件而再
次接受调查的可能。”

记忆犹新的“官员买卖”

多名茂名本地官员、商人及
市民受访时向齐鲁晚报记者表
示，他们之所以更愿意相信“窝
案”调查重启，在于他们看来，茂
名本地买官卖官之风并未得到
彻底清理。此前花样迭出的买卖
手法，至今令他们记忆犹新。

“茂名还是有这样(买官卖
官)的事情，只是没有以前那么
猖獗。”5月2日，茂名某局正科级
官员周正(化名)告诉齐鲁晚报
记者，“窝案”之后，买官卖官的
行为大面积缩减，但未必完全消
失，或以更为隐秘的方式进行。

提及买官卖官之风，茂名各
界人士均把矛头指向广东省委
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周镇宏。
茂名某局公务员陈生(化名)称，
周镇宏到茂名任市委书记之后，
对科级、处级明码标价，“官帽买
卖”变成“显规则”。

“要得到一个正科级职位，
最少需要20万元，这还只是打点
一把手的钱。那会，大家讨论的
都是某某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
官，亏了或是赚了的事情，不想
听都不行。”陈生告诉齐鲁晚报
记者，当时官位买卖可以用“肆
无忌惮”来形容。

周正受访时的表述与陈生
一致。“那时候，官员任免都是一
把手说了算。”周正说，能力、资
历等标准符合提拔条件的官员，
也会被一把手叫到家里了解情
况，得到邀约的官员，自然会心
领神会带钱赴约。

此种风气之下，茂名越来越
多出现买官卖官“中介”。周正
说，这些中间人与一把手关系较
为密切，他们替买官者完成相关
的联络工作。比如，某部门一把
手与当地一家酒吧老板比较熟
悉，打算“向上走”的某干部就会
把准备好的钱交给酒吧老板，并
交代好自己的事情。酒吧老板找
时机把钱交到领导手中，事成后
便可获得少则几千、多至数万元
的“中介费”。

“买官者和卖官者根本不用
见面，也减少了风险。”陈生说，
即便事发，双方把责任往酒吧老

板身上一推，令查案者无可奈
何。

这套模式在罗荫国接任茂
名市委书记后得以无缝衔接。陈
生告诉齐鲁晚报记者，罗荫国上
任后，自己所在的局级单位曾有
一个正科级名额，当事人在公推
过程中得到了多数票，但还是被
提醒至少准备20万元。

自周镇宏开始，由罗荫国继
承的买官卖官风气，让没有资金
活动的公务员群体选择面对现
实，也让买官者对其行为不再避
讳。“高州曾有一个干部当众承
认，他这个官是花了多少钱买来
的。”陈生说。

一知情人士告诉齐鲁晚报
记者，卖官收益很快就会被“洗
白”。有的官员选择把钱交由亲
属打理，做生意赚取利润；有的
则选择出借，以收取高额利息，
实现变相行贿。

“茂东火车站附近有一条美
食街，拆迁前分布着十余家酒
店。政府一换届，很多老板就会
跟着换。”陈生说。罗荫国案相关
证据显示，其夫妇曾将聚敛的
1000多万不义之财，常年“借给”
当地房地产商高某，高某出具本
金加高额利息为内容的借据使
罗荫国夫妇从中获利，而高某则
在工程项目上受到“关照”。

正是基于种种官场恶习及
其给自己家庭带来的伤害，茂名
市外事侨务局的朱国瑜才走上
了实名举报的道路。他坚持认为
应对茂名“窝案”进行彻底清查，
因为这些买官者的钱也并不见
得干净，且在上任后往往会变本
加厉地拿回成本。

“‘窝案’不重查，怎么能彻
底消除腐败？”一位对当地官场
情况有着相当了解的当地干部
反问齐鲁晚报记者。

两任一把手的

不同“生意经”

为什么“窝案”会发生在茂
名？官场震荡平息后，外界对这
一问题持续发问。而对茂名而
言，只有揭露真相，才能更好地
解决问题。

“周镇宏知道，自己只在茂
名干一届就会调到省里去。”5
月2日晚，一位当地官场的知情
者分析，茂名只是周镇宏的一
个“ 中 途 站 ”，这 让 他 没 有 了

“后顾之忧”。在周正看来，周
镇宏老乡倪俊雄于 2 0 0 2年空
降茂名任公安局局长，成为其
得力助手，更让周镇宏无所畏
惧。茂名官场“官位买卖”恶风
愈演愈烈。

当地一位接近官场人士则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卖官一把
手收取贿赂的“风险成本核算”，
其结论是：比起收受商人贿赂，

“卖官”来钱更为保险。
该人士称，拿了商人的钱给

人家办事，若不出事你好我好。
一旦出事，到了(监狱)里面把人
家供出来，人家就会嫉恨你，“想
打击报复你再容易不过了。”而
收下属的钱就会相对“安全”，如
果出事，“大不了一块坐牢”，出
去后遭人报复的风险会降低很
多。

在高州籍的陈生看来，罗荫
国本应与周镇宏不同，“他在高
州任市委书记兼市长时，还十分
正直，不管人事还是工程一律不
予照顾。”

上述当地官场知情者认为，
罗荫国之所以步周镇宏的后尘，
与长期压抑后的爆发情绪有关。

不止一位知情者告诉齐鲁
晚报记者，茂名官场并非铁板一
块。2002年4月，周镇宏任茂名市
委书记后一年，罗荫国任茂名市
委副书记、市长，两人搭档期间，
罗荫国“一直处于被压抑状态，
没有多少话语权”，开展工作时
颇感掣肘。再加上长期存在于买
官卖官的风气中，罗荫国“一方
面想趁退休前捞上一把，也能借
机培植自己的势力。”

两任市委书记的作为迅速向
茂名各层级一把手扩散，周镇宏和
罗荫国在任期间，这股风气已难以
回头。陈生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像
一些需经过多个部门审批的事情，
哪怕是到最基层的一级，也需要把
钱送到位才能顺利盖章。

“可以这样说，当时每一点
小小的权力都用到了极致。”陈
生向齐鲁晚报记者感慨，要解决
官场遗留恶习，官方必须首先予
以正视。

恢复从具体事情做起

“如果占着位置却不做事，
那么查不查腐败对老百姓来说
有多大区别呢？”在茂名采访期
间，不止一位当地市民向齐鲁晚
报记者表达了这种看法，“人们
又怎么会对茂名未来的发展充
满信心？”

在“失去的十年”中，茂名官
场“官位买卖”成风极大败坏了
政府公信力。“茂名失去的十年，
是贪官辉煌的十年。”一位网友
在当地最受欢迎的一个论坛中
写道。

“很明显，这些钱不可能从
他们工资里出，最受伤害的莫过
于普通百姓。”对茂名本地情况

相当了解的董龙(化名)说，百姓
乐见上级查处贪腐，但是单纯的

“查贪”只是涤荡官场风气的必
要手段，而不应是目的。对普通
百姓而言，他们更希望通过“查
贪”获得切实好处，“这样才能更
好挽回政府公信力。”

自认为是“窝案”直接受害
者的茂名本地商人柯万才有着
更深切的体会：“连我们这么明
显的案子都拖着不办，政府又怎
么敢说除掉了腐败的根子呢？”

柯万才所说的案子是与被
称为“广东第一烂尾地”相关联
的“茂南二建南香城项目纠纷
案”。

这是一片位于茂名市郊面
积约千亩的土地，原属茂名下属
的电白县管辖，上世纪90年代
初，集体所有制企业茂南二建公
司购置该地，并将之分给680多
名购地户做建房之用，柯万才就
是其中之一。其后，随着茂名城
市建设速度的加快，这一原本偏
僻的地块逐渐成为价值不菲的

“黄金地”。但随着一系列商官势
力的介入，围绕这块地产生了种
种纠纷，至今20年仍未解决。

“耳熟能详”的几个名字：冯
立梅、杨光亮、罗荫国等，均曾出
现在政府以调解纠纷为名成立
的领导小组之中或背后。

柯万才一度以为，查了贪
官，相关部门就可以秉公执法，
自己和其他购地户就能拿到地。
但他很快发现情况并没有想象
中的乐观。

“对罗荫国他们来说，这块
地成了摇钱树，纠纷一日不解
决，想从中捞到好处的人就会不
停给他们送钱。”对于“烂尾地”
久拖不决的因由，柯万才有着自
己的看法。

他所说的“想捞好处”的
人，主要指在茂名有着“地下组
织部长”之称的当地商人柯国
庆。根据相关材料，在杨光亮、
罗荫国等案件中，均出现过柯
国庆的行贿记录。而柯万才认
为，这块地还牵扯到当地公检
法的一些人。

在柯万才看来，罗荫国们的
落马，这块地堪称根源之一。但

“窝案”过后，已经不愿再有人接
这块“烫手山芋”。“就像留下一
颗毒瘤，今天不割它，待到风头
过去，可能长得更大，有更多人
再从中捞好处。”

“不管‘窝案’会不会重查，
只是希望政府能够真正站在百
姓角度、站在茂名发展角度，从
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做起，这样才
可能恢复人们对未来的信心。”
董龙说。

““‘‘窝窝案案’’不不重重查查，，怎怎能能消消除除腐腐败败””
茂名“后窝案时代”的民间期待

茂名市政协原主席冯立梅并未安心过好退休生活，因涉
嫌严重违纪问题，今年3月底接受广东省纪委调查。

冯立梅出事再次引发公众对茂名“窝案”的关注。虽然广
东省纪委至今未披露相关细节，但寥寥数字的消息发布，加
之冯立梅此前曾涉“窝案”的经历，还是很快让各界把这次调
查与重启“窝案”调查联系到了一起。

对茂名人来说，重启“窝案”调查更像是一种期待：彻底
清除茂名腐败土壤并解决遗留问题的期待，也是对被“窝案”
截断十年的茂名发展的期待。

包括罗荫国、冯立梅在内的多名官员都曾涉入茂名火车东站附近这处“烂尾地”的纠纷中。

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多名官员曾因涉“窝案”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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