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华凌科技工程集团是国家建筑智
能化工程壹级资质、建筑智能化设计甲级
资质、消防设施工程施工壹级资质、消防
设计乙级资质、信息产业部计算机信息系
统集成三级资质、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贰级
资质、建筑装修装饰贰级资质企业，是山
东省认定的软件企业、山东省高新技术企
业、山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以及信用等
级 AAA 企业， 2001 年已经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2009 年通过了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及 GB/T28001 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连续多年被评为省
级、市级先进集体、质量管理先进单位。

公司主要从事建筑智能化设计与施
工、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与施工、计算机系
统集成及设计、软件开发及应用、机电设
备安装工程、安全防范工程、网络监控系
统、智能化小区、视频会议系统、指挥平

台系统、屏幕显示系统、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等。自公司成立以来，在全国各地设计及施
工过的千余个工程项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好评，多个工程荣获省级优秀工程奖。

因公司业务拓展，经公司研究决定，
将在全省部分城市诚招项目合作伙伴、设
立分支机构或办事机构，有意者请与公司
联系( 有办公地点者优先考虑合作) ，欢迎
各界有志之士加盟华凌，共创美好未来。

另：公司诚聘一级建造师(机电类)、弱
电设计师、电气工程师、项目管理人员数名。
联系电话： 0546-7368999
传真： 0546-7368777
地址：山东省东营市北一路 722 号
联系人：张经理 孙女士 李女士
邮编： 257062
网址： http ：//www . hlzn . com . cn
邮箱： hlkj8999@126 . com

山东华凌诚邀合作伙伴
国际肝病科研部、国际

肝病救助基金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启动 20 1 0 年乙肝大
型康复救助工程，国内外权
威机构打造攻克乙肝大型活
动，其目的是推广治愈乙肝
的新疗法：核梅技术新药物：
肝格瑞、欣肝磁能贴系列组
合已成功地治愈了 30 . 5 万
例乙肝、肝硬化患者。
【肝格瑞系列】植物药，

无 任 何

毒 副 作

用，患者

使 用 5 -

1 0 天 食

欲 正 常

黄 疸 消

退；1 0 -

20 天全面调节免疫系统，产

生核酶因子，终身免疫；20-30

天大小三阳转阴，肝纤维化、肝

硬化逆转；30-45 天肝脏完全

恢复正常，彻底治愈、不复

发、不反弹、不遗传后代。

援助对象：久治不愈乙

肝、丙肝、肝硬化。

援助方法：电话报名→

专家会诊符合条件→药费半

价→跟踪治疗→直至痊愈。

援助时间：

2010 年 11 月 1 日— 11 月 30 日

援助名额：仅限 5000 名

400-888-9608
010-51290758

官方网址：www.gbgfw .com

全国乙肝大型救助工程

全国免

费电话

北北大大五五教教授授
上上书书““拆拆迁迁””一一年年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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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等了一年

没有结果

姜明安没有想到，在与4名同
事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希望修改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一年之
后，他们会怀着同样“焦虑又无奈”
的心情，重聚在一场研讨会上。

11月13日，当这名北大法学
院教授与几名同行重新讨论起修
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节
时，这一曾经的舆论热点已经悄无
声息。“中国无数的媒体人士，还有
公众都以一种焦虑并且无奈的心
情度过了这一年。”研讨会上，另一
名参与“上书”的北大教授王锡锌
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中国没有
哪一个行政法规的草案公开征求
意见一年时间还没有下文。”

在过去这一年，他们一度满怀
期待。3个政府部门曾先后邀请他们
前往座谈，法案修改意见也早早面
向公众征询意见。年初，有记者采访
姜明安，他甚至兴冲冲地推测：“最
晚五月，新拆迁法就可以出台！”

但随后，修改法案的步伐停滞
了，直至今天。与此同时，报纸上与
拆迁有关的悲惨故事却越来越多。
姜明安叹了口气，觉得自己想不
通，“拆迁新法迟迟不出台，我真不
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作为学者，

应该做些什么

与大多数普通人一样，5名参
与上书的教授对拆迁的关注，原本
只停留在新闻里。

姜明安关于这一话题的最早
记忆，是2006年发生在湖南嘉禾
的拆迁事件。那一次，当地官员的
一句口号流传甚广：“谁影响嘉禾
一阵子，我就让他难过一辈子。”

但真正让他们觉得应该“做点
什么”的事，发生在2009年11月。
因为自家投资700多万元的综合
楼只获得了217万元的补偿款，成
都市金牛村47岁的农妇唐福珍在
拆迁队员面前选择了自焚。

半个月后，北大法学院教授沈
岿在下班回家后从妻子口中得知，
唐福珍最终不治身亡。“接二连三

的暴力拆迁事件，让我们感到一种
义不容辞的责任。”沈岿说，“除了
在心底向唐福珍致哀，我觉得作为
学者还应该做些什么。”

很快，这名年轻的教授联系了
自己的另外4名同事，希望“以普
通公民的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发去一份联合署名的书信，建议
有关部门重新审查《城市房屋拆迁
管理条例》。

在署名处，几个人把年纪最大
的姜明安排在了第一位。“他们都
说我是老师，希望我可以打头阵。”
姜明安在事后解释说。

五人联名发出

建议书

2009年 12月 7日，这份名为
《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进行审查的建议》的材料通过特
快专递，被发往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这份3000余字的建议书中，5名
法学教授提出，国务院2001年颁
布、施行并沿用至今的《城市房屋
拆迁管理条例》，与《宪法》、《物权
法》、《房地产管理法》保护公民房
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原则和具体规
定存在抵触。

这一抵触被他们细化为 3个
方面：征收补偿主体被定为拆迁人
而非国家，因此拆迁补偿关系也被
界定成民事法律关系而非行政法
律关系；原本应当在房屋拆迁之前

的征收阶段完成的补偿，在“拆迁
管理条例”中被延长到了拆迁阶
段；甚至，根据条例的规定，拆迁管
理部门在依法征收之前就可以向
执行人员发放拆迁许可。
“如果处理不好……房屋拆迁

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将会进一步
加剧，以至严重影响改革、发展的进
程。”在建议书中，他们这样写道。

很快，这一被媒体简化为“五
教授上书人大”的事件受到了广泛
关注。虽然一开始，几名教授并没
有期待自己能得到回复。在此之
前，已经有律师、退休教师等不同
领域的人们就“拆迁管理条例”违
宪的问题先后好几次上书全国人
大和国务院，而这些上书无一例外
如石沉大海。

但还是有很多人相信，这一次
的情形会有些不同。

当时的事态

很乐观

时隔一年后再谈起这次上书
行动，姜明安等几名教授苦笑不
已。不过，在当时，事态看起来一度
很乐观。

建议书发出刚一个星期，2009
年12月14日，王锡锌就接到了国务
院法制办的电话邀请。在这个电话
中，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邀请5名教
授参加一场在国务院举行的座谈
会，研讨“拆迁管理条例”。

王锡锌称赞，这一邀请“是比
较积极的回应”。除了陈端洪有事
不能出席，其他4人都应邀参加了
这场座谈。

王锡锌在随后接受采访时表
示，研讨会的气氛非常热烈，非常
成功，“对于重大问题进行了非常
坦诚的交流和争论。”

不过，几个月后，沈岿则在接
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观点。他记
得，“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专家方
面在阐述观点”，除去政府部门介
绍情况的时间，“双方仅做了简单
的交流”。

无论如何，这一座谈被几名教
授和外界解读为政府方面释放的
巨大善意。法制办负责人表示，国
务院对条例的修改非常重视。而学
者们向媒体介绍，他们得到的回复
是，正在征求意见的《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将取代原有
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仿佛是对这种善意的确认，半
个月后，12月29日，5名学者再次
受到了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邀请，前
往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座谈。

姜明安当时很兴奋：“这是破
天荒的事情。”而人大法工委工作
人员则表示，这是对5名“上书”教
授的官方回应。

几次座谈之后，2010年3月的
“两会”期间，关于拆迁法律法规的
修改再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专家
们对立法时间做出了乐观估计，而
政府方面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

困难主要来自

“地方的阻力”

如今，住在北京西北方的家
里，姜明安主要通过报纸和网络，
了解一个接一个的拆迁闹剧。他发
现，经过一年的等待，一切仍然在
原地踏步。

在“两会”期间的讨论热潮结
束之后，原本看起来正在加速进行
的“拆迁管理条例”修改进程，好像
被人突然踩了“急刹车”。5名上书
的教授再也没有接到官方的反馈。
到后来，他们只能聚在一起，来“猜
测”法律制定、修改的进程。姜明安
曾经公开或私下提出过一些意见，
而法制办的回答则大同小异：阻力
太大、情况复杂。

困难的原因似乎显而易见。面
对记者采访，几名教授都认为，困
难主要来自“地方的阻力”。沈岿甚
至直言，阻力正是“目前自上而下
的政绩考核体制”。“城市化和旧城
改造均能对G D P实现便捷的拉
动，拆迁中的巨额土地出让金早已
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
源。”沈岿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
央推进拆迁制度改革会遭遇地方
政府的强力掣肘。”

沈岿曾收到一个地方法制办
主任的来信，认为新条例偏向个人
的利益却“忽视集体的利益”，是
“法治的进步，社会的退步”。还有
政府官员直言，新条例“在经济上
没有可行性”。

不过，即使承认这些问题的存
在，姜明安仍然坚持，不管有什么
问题，都应当“一股脑端出来”，让
大家一起讨论，“要相信人民，依靠
人民”。

可不敢再估计

修改时间了

王锡锌也相信，如果把阻力放
在阳光下，“公众肯定会和立法部
门站在一起”。像现在这样什么都
不公开，完全“关门立法”，人们不
仅不知道立法什么时候完成，也不
知道最终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制度。“很可能立法完成了，大家还
是大失所望，”王锡锌说，“这样的
心理落差反而更可怕。”

就在5个教授的观望和等待
中，“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好像已
经被官方淡忘，曾经释放出的善意
似乎也逐渐销声匿迹。姜明安甚至
忍不住向自己在相关部门工作的
学生打探消息。

今年5月，当“拆迁管理条例”
修改停滞的疑惑在公众中愈演愈
烈的时候，姜明安曾经信心满满地
向媒体表示：“条例的修改绝不会
胎死腹中，毕竟它涉及到这么多人
的切身利益。”但现在，他说自己已
经“没什么想法了”。

11月15日，有人请他再估计
一下“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什么
时候能完成，他有些尴尬地笑着
说：“不知道，我可再也不敢估计
了。”

本版稿件据《中国青年报》

■一年前，北大5名法学教授上书要求修改拆迁条例，并获得热情回应，
“那是破天荒的事”。

■一年之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仍然遥遥无期，而越来越
多拆迁引发的悲剧故事，却不断传入5个人的耳朵里。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一直成为争论焦点。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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