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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爆红，国漫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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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贤

粗大的吸砂铁管钻入江底，将砂石尽吸囊中，
肆意破坏长江生态环境，威胁航运和防洪安
全…… 2016 年以来，随着非法采砂入刑和“长江
大保护”渐趋深入，一批盘踞长江多年的“砂耗子”
被绳之以法。仅长江航运公安机关就破获案件
3000 多起，形成了强大震慑，有力保护了长江母
亲河的生态环境。

然而，旧的问题还未根除，新的烦恼接踵而
至：沿江砂石稀缺，价格暴涨，使非法采砂反弹压
力巨大，继而引发毁林开山、支流和海洋采砂兴
起，江船入海，海砂入市，运输市场不景气，廉政风
险增加。

相关干部和业内人士呼吁，国家层面应加强
顶层设计和规划指导，相关地方和部门形成管理
合力，在严防非法采砂反弹、堵住“旁门”的同时，
科学有序勇开“正门”，分类施策、系统治疗，从根
本上解决长江非法采砂这一生态痼疾。

干线成规模，非法采砂基本绝迹

鄱阳湖 200 余年的沉砂量被采挖殆尽，洞庭
湖口曾经“几百条船一起冲关”，巴河非法采砂曾
危及京九铁路桥，长江禁采区年年打击年年
挖……多年来，相关地方和部门屡次强力整治长
江非法采砂，但由于利润丰厚、利益纠葛、违法成
本过低等原因，非法采砂屡打屡犯甚至越打越多，
成为水上“不死血吸虫”。

2016 年以来，“长江大保护”逐渐深入人心，
当年底“两高”司法解释正式将非法采砂入刑，有
力震慑了长江非法采砂违法犯罪，一大批盘踞长
江多年的违法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

近期，湖北鄂州警方根据群众举报线索，一举
打掉两个长江主汛期顶风作案的非法采砂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 6 名。“我们采砂是订单式采砂，
先联系好买家，再叫采砂船出来采砂，边采边装
船，然后直接收钱。”采砂分子王某说。经查，6 月
25 日一晚，王某等人在长江非法采砂 2200 余吨，
获利 66000 余元。

长江航运公安局局长朱俊说，他们对长江非
法采砂和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零容忍”，今年初部署
开展为期一年的打击长江流域黑恶势力非法采砂
专项行动，半年破获案件 1178 起。2016 年至 2018
年，长航公安机关破获案件 2078起，打击处理犯罪
嫌疑人 506 名。

近期，《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长江武汉段、荆
州段、南京段等地走访，昔日随处可见的采砂船难
觅踪迹，甚至运砂船也少之又少。洞庭湖曾是非法
采砂重灾区，位于洞庭湖口的长江湘鄂边界水域
上千艘非法采、运砂船往来穿梭的“盛况”持续多
年。而今记者船行 10 多公里，采砂船没了踪影，只
偶尔有一两艘运砂船驶过……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河道采砂管理局规划
处处长刘前隆说，2016 年后，安徽、江西等省再没
有进行采砂许可。在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持续高
压严打之下，长江干流成规模的非法采砂违法犯
罪活动已基本绝迹。

暴利驱使反弹压力巨大

由于沿江建筑市场对砂石的需求旺盛，一
些不法分子在暴利驱使下，仍然铤而走险偷采
江砂。记者曾两次深夜跟随执法人员在长江武
汉段打击非法采砂，均发现装着隐形泵的改装
船，借着夜色在长江偷采；一发现执法人员，他
们就匆忙收起设备，冲滩上岸逃窜；一名不法分
子眼看无处可逃，竟连忙将手机扔到江里，企图
毁灭证据。

多位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成规模的非法采砂
活动在长江干线基本没有了，但非法采砂小型化、
隐秘化、流窜作案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且反侦察能
力越来越强。“不法分子作案时会派人在江面‘游
弋’，甚至专人盯着执法部门的巡逻艇，我们办案
经常会扑空。”

长航公安局武汉分局副局长韩继松说，现在
不法分子都很狡猾，砂船上大多是打工的，老板都
躲在后面；费力查到了老板，法院顶多判个三四
年。“好不容易抓了现行，却只能切割船上的非法
采砂机具，船只看管成了‘烫手山芋’，这样的被查
概率、处罚力度与动辄一晚上 10 多万元的采砂收
入相比，违法成本很低。”

长航公安局黄石分局局长刘晶洲介绍，4 年

前局里查扣了两艘大型非法采砂船“吸砂王”，价
值上亿元，由于法律程序很漫长，船只看管成了大
问题。“不仅每年要花数万元看着，一到汛期，我就
提心吊胆，一旦出现意外，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一方面不法分子蠢蠢欲动，一方面执法人员
掣肘多多、力量分散、能力不足。长江干线执法力
量分散在交通、水利、农业、生态环境、公安等部
门，多部门协作渐成常态，但执法力量良莠不齐、
合力不足。

记者曾跟随执法机关到一江段抓捕非法采砂
船，执法船费力靠上采砂船，却因没有专业工具迟
迟无法登船，只能眼睁睁看着不法分子逃之夭夭。

长江干线偷采江砂打而不绝的同时，非法采
砂正向长江支流和海洋蔓延扩散，一些不法分子
在暴利驱使下，甚至不惜毁林开山采砂。7 月 29
日晚，湖北省红安县森林公安局对杏花乡花园村
青翻龙湾博侍洼等多处非法毁林开采山砂窝点进
行突击行动，现场扣押 1 台正在作业的挖掘机和
1 辆载满山砂的货车，并控制 4 名违法嫌疑人。

同时，大量江船入海、海砂进江，也给航运安全
带来巨大挑战。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统计数据显示，
2018 年各级海事部门查处内河船涉海运输船舶
2000 多艘次，其中大多数是涉砂船舶，涉砂船舶事
故造成 124人死亡失踪，同比大增 121%。

疏堵失衡引发多重负面效应

砂石对于建筑市场是刚需，对非法采砂一味
严打，缺乏有效的疏导措施，引发了沿江砂石稀
缺、价格暴涨，机制砂、海砂入市损害建筑质量，运
输市场不景气，廉政风险增加等问题，影响整治效
果巩固和基础设施建设。

担心混凝土供不上，中交一航局二公司湖北金
控大厦工程材料科长汪杰每周都要到商砼站跑一
趟。他说，现在商砼站库存严重不足，每家基本处在
满库存的 1/3 左右，今年三四月份间有 4 次断供；
零星买的砂价格三天一变，很难控制成本；混凝土
的价格从年初到现在每立方米上涨了三四十元。

湖北省发改委负责人表示，当地正面临“砂石
荒”，对项目建设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5 月末，沙
子、碎石、C30 混凝土价格同比分别增长 47 . 6%、
6 . 2%、15 . 1%，且供不应求。黄砂每吨从两年前的
三四十元疯涨至一两百元。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湖北境内的不少高
铁、机场、高速公路等重点工程都曾发生过因砂石
断供导致工程停工的情况。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反映，截至 5 月份，湖北 26 个在建高速
公路碎石、黄砂缺口高达 3700万吨，增加成本约
50 亿元，工期延迟 15%。

除了担心混凝土供应不上，不少工程建筑专
业人士也担心砂石质量下降影响建筑工程质量。
多个建筑工地项目经理透露，现在市场上砂的含
泥量较以往高 1% 以上，质量明显下降了。

记者在湖北、江西等地的商砼站走访发现，由
于天然砂稀缺，机制砂已大量进入商砼站，与天然
砂混合使用。目前，海砂大量进入沿海建筑市场，有
的甚至到了武汉等内地城市。

在长江中游，砂石曾是港口航运市场的主要
货源。而今由于砂源紧张，散货运输市场需求不
振，本就不太景气的长江航运市场雪上加霜。

武汉市汉阳砂石集并中心负责人王志说，他
们去年 6 月开业至今，没看到过一张“四联单”，因
为根本没有合法砂源；甚至几乎没有运输江砂的
船来过，只有机制砂和石子装卸。码头有年 400万

吨的吞吐能力，现在只有 100万吨左右的量，只
能勉力维持。

河南驻马店籍干散货船“瑞泰长旺”轮船主郜
国鑫反映，由于被整治得厉害，从中游下水的主
要货源砂石很少了，很多船只能放空下水，一些
身背贷款、压力巨大的河南船铤而走险，组成船
队从长江一路开到大海，寻找海砂进江的货源。

此外，由于非法采砂利润可观，一些不法分
子百般拉拢、围猎国家公职人员，致使相关地方
和部门廉政风险大增。一位基层派出所副所长
告诉记者，曾有非法采砂船主以 10% 的干股诱
其充当保护伞，被严词拒绝。“保守估计，那艘船
10% 的干股一年可收入百万元以上，我每月工
资只有几千元，诱惑非常大。”而抓获非法采砂
船后，各种打招呼说情的早已司空见惯。

仅 2017 年，湖南岳阳市就有 716 名国家公
职人员或其近亲属、特定关系人报告了参与涉砂
经营的情况，有 405人主动退出砂石经营。

黄石市公安局副局长江智开感叹，办理案
件面临的干扰和压力前所未有。他们曾和长航
公安协作侦破了一起大案，随后的三四年间不
法分子纠集数百名群众四处联名上访、诬告，找
各种关系打招呼说情不断；甚至还有地方政府
借维稳之名，屡次跨省到黄石施加压力，办案人
员不堪其扰、压力很大。

系统思维破解“两难”困局

有关干部和业内人士认为，破解长江砂石
资源保护与利用“两难”困局，要打出一套组合
拳，齐抓共管形成合力。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
和规划指导，坚决堵住应该堵的口子，严防长江

非法采砂反弹；在科学论证、合理规划的基础上
有序提供合法采砂渠道，勇开“后门”；同时加快
研究替代材料。

刘前隆说，去年从长江宜昌段往下的砂只
有四五百万方，只有 2003 年以前的 7% 左右，
长江中下游干流河段已基本无砂可采。他认为，
长江中下游干流采砂管理应以控制为主，逐步
实现全年禁采。专家认为，在这些区域要严防非
法采砂反弹，以《长江保护法》立法为契机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违法成本。

“防止非法采砂反弹，要加强‘源头控制’，落
实采运管理‘四联单’制度。”长江海事局相关负责
人认为，要有效管控“三无”涉砂船，加强对造船
厂的监管，严控新建和改建采砂船。要加强部门
和区域间沟通联络，完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衔
接机制，重点建立和完善涉砂船舶管理、涉砂行
为查处结果通报、案件移交等相关机制；要严格
落实问责机制，结合扫黑除恶专项行动，重拳打
击非法采砂背后的保护伞。

堵住应该堵的口子的同时，必须科学有序
开“正门”，为市场提供合法砂源。长江委副总工
程师胡维忠建议，总结疏浚砂综合利用试点经
验，并加快研究推广；可研究利用三峡水库清淤
砂，研究增加长江上游采砂量的可行性；完善支
流、湖泊的采砂规划，长江流域采砂形成“一盘
棋”格局，进一步细化到每一个省、每一个江段、
每一条支流，实现流域统筹管理。

“只要落实科学规划的整治方案，疏浚河道
对大家都有利，既供水、又防洪，砂石资源还得
到利用。”胡维忠说，“荆南四河河道是逐步淤塞
形成的，洞庭湖多年平均淤砂量达到了 1 亿吨，
这些砂源都应该合理有序利用。”

“民族资产解冻”又忽悠了 40 多万人，涉案近 1 亿元
“新华视点”记者吴光于、王曦

编造子虚乌有的“精准扶贫”“慈善救助”等项
目，吸纳 40 多万人入会，骗取各种名目的会费，累
计涉案金额近 1 亿元……

公安部 8 日通报今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整治
“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工作情况。其中，公安
部指挥四川广元公安机关侦破的一起“民族资产
解冻”诈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51 人，收缴涉案
赃款 270 余万元，冻结涉案资金 3126万元。

“如意园”里不“如意”

2018 年 5 月，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居民老唐
被朋友拉进一个名为“如意园基金会”的微信群。

群主称，有一笔“民族资产”即将解冻，用于“精
准扶贫”等项目，只要缴纳 25 元会费，就可以享受
“扶贫项目分红”。而所谓的“民族资产”是民国时期
某些名人留下的巨额遗产以及他们早年在海外被
冻结的资产。“虽然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组织，但他
们说交 25 元就可以分 100万元，我就抱着买彩票

的心理交了钱。”在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
信息并缴纳会费后，老唐偶尔在微信群中询问分钱
的情况，得到的回答都是“正在办”“项目马上落地”。

直到 2018 年 11 月，“基金会”告诉老唐，发放
款项需要提供银行卡密码，老唐觉得事有蹊跷，向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报案。

这并不是“民族资产解冻”首次进入昭化警方
的视野。去年，昭化分局就成功侦破公安部 2018
年督办案件“王旭华等人民族资产解冻诈骗案”，
而此次的“如意园基金会案”与该案如出一辙。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李剑华说，“如意园基金会”这一非法组织，编造子
虚乌有的“精准扶贫”“慈善救助”等项目，吸纳普
通民众特别是中老年人入会，会员按照层级高低
和入会先后通过微信红包、网络转账缴纳“25+1”
“35+1”“79+1”不等的注册费、保证金和手续费，
累计涉案金额近 1 亿元。

一个假项目忽悠了 40 多万人

通过缜密细致分析研判，警方逐渐摸清了非法

的“如意园基金会”的组织架构——— 该“基金会”由来
自湖北云梦的高某平任总会长，总会内设副会长、
统计长、督察长和办公室主任，按照总会、团队、班
组三个层级，逐层、逐级发展会员，收取各种名目的
会费，资金由班组长、团队长逐级汇总上交。

他们还采用“网上”为主、“网下”为辅相结合
的方式发展“下线”、吸纳会员，会员呈几何倍数式
增长。截至案发，“如意园基金会”共在全国组建了
21 个团队、3196 个班组，发展会员 40 余万人。

高某平称，2018 年 4 月，自己接到一个自称
财政部某处一位名叫“刘某强”的电话，称要成立
一个会员人数达到 50万人的基金会，作为 600 亿
元“民族资产”解冻后的资产接收机构，并称该机
构“公办不公开”。

“刘某强”称，成立“基金会”需要 2000万元注
册金和 400万元保证金，待“民族资产”解冻后，每
名会员按照职务高低可领取 50万至 80万元的高
额回报。随后，他向高某平发去伪造的国家部委公
文、证书、印章等材料。

此前就已经加入过“民族资产解冻”类似相关
组织，并深谙这类组织架构和操作流程的高某平，

随即按照总会、团、大队、预备大队、班、组六个
层级，采用“网上”为主、“网下”为辅逐层逐级发
展“下线”，以“小付出、高回报”为噱头，短时间
内吸纳会员 40 余万人。

今年 1 月，专案组组成 9 个抓捕行动组，在
广西百色、南宁，河北石家庄，湖北孝感，福建福
州、泉州等地开展集中收网抓捕行动，共抓获犯
罪嫌疑人 51 人，收缴涉案赃款 270 余万元，冻
结涉案资金 3126万元。

冒充国家部委干部的“刘某强”也在去年被
广西警方抓获，其真实身份是一名来自广西的
无业人员。

涉“民族资产解冻”项目皆为骗局

近年来，虽然“民族资产解冻”骗局被屡屡曝
光，为何信奉“民族资产解冻”“寻宝解冻”等“民族
大业”的人员依然“前赴后继”？办案民警表示，部
分群众求财心理迫切为犯罪提供了土壤。

这类案件中，不少人既是诈骗者，也是受害
者。本案中，2018 年 4 月至 11 月期间，高某平就

先后两次交纳“项目启动资金”，分批次向广西凌
云籍犯罪嫌疑人谢某旺等人转款 3300 余万元。

警方表示，“不法分子伪造‘精准扶贫’‘一带
一路’等项目，伪造国家机关公文，以‘小付出、高
回报’噱头为诱饵，通过吸纳会员、吸收资金等
手段逐步发展成层级鲜明的诈骗组织，频繁利
用电信、网络等途径实施诈骗犯罪。”广元市昭
化区副区长、公安局局长贺旭红说。

公安机关提醒，凡是自称“民族资产解冻”
的项目皆为骗局，不要加入这类微信、QQ 等会
员群，更不要参与这类项目的投资、筹款、转款。
一旦发现这类违法犯罪线索，要及时向公安机
关举报。 新华社成都 8 月 8 日电

关注“中国邮政微邮局”

随心订阅，“邮”享生活

本报记者王贤

对建筑市场来说，砂石是刚需，难以替代，长江
母亲河和通江湖泊在用她的“乳汁”哺育沿江儿女的
同时，也给人们的生产活动提供砂石等矿建材料。

一方面是对采砂活动一味严打、不及时疏导，
一方面沿江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对砂石
的需求量居高不下。砂石短缺、价格暴涨让非法采
砂反弹压力巨大，并呈现小型化、隐蔽化、流窜作
案等特点。

2016年至 2018年，长航公安破获案件 2078起，今
年上半年，破获此类案件 1178起。这有公安机关加大打
击力度的原因，也让人们看到，在暴利驱使下，长江非法
采砂形势依然严峻，稍有松懈就可能死灰复燃。

长江砂石资源滥采乱挖威胁流域生态环境、
防洪和航运安全，必须坚决打击，形成共抓“长江

大保护”的强大声势。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当
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形势下，保障重点
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稳投资、稳增长意义
重大。

在保护与发展的“两难”中，做出什么样的
抉择，考验着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的智慧、勇气
和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好‘长江病’，要科学
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
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这就要求我们在整治
长江非法采砂时，既要坚决堵住“前门”，也要科
学合理的勇开“后门”。只要落实科学规划的河
道疏浚整治方案，疏浚河道既供水、又防洪，砂
石资源还能得到利用。

根治非法采砂，必须坚持疏堵结合、分类施
策、系统治疗。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多措

并举提供合法砂源。可总结疏浚砂综合利用试点
经验，并加快研究推广；可研究利用三峡水库清淤
砂，增加长江上游采砂量的可行性；完善支流、湖
泊的采砂规划，细化到每一个省、每一个江段、每
一条支流，实现流域统筹管理。

共抓“长江大保护”，关键还在一个“共”字。

根治长江非法采砂也要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同
向发力、齐抓共管，形成“一盘棋”格局。

一方面要加强“源头控制”，有效管控“三无”

涉砂船，落实采运管理“四联单”制度，严控新建
和改建采砂船。另一方面，公安和水行政、海事等
部门要建立健全高层次的长效合作机制，加强部
门和区域间沟通联络，完善非法采砂行政处罚和
刑事处罚衔接机制，重拳打击非法采砂背后的保
护伞。只有齐抓共管，形成强大合力，才能彻底拔
除长江非法采砂这一生态痼疾。

治非法采砂 要堵也要疏

▲这是湖北荆州警方查扣的部分非法采砂船（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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