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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龍陵萬人盜採黃龍玉
山體已滿目瘡痍 當局將展開嚴打

自2004年發現開始，龍陵黃龍玉
的價格一路飆漲，市場前景看

好，吸引了眾多當地村民、外地投
資客紛紛上山挖掘黃龍玉石料。

利益驅動 私採不絕
從事20餘年玉石雕刻的龍陵縣黃

龍玉協會的副會長林霖鈴告訴記
者，自2004年黃龍玉面市以後，由
於黃龍玉的價格評估沒有專業的機
構，所以黃龍玉的價格也經歷了幾
番起伏。林霖鈴介紹，黃龍玉面市
初期的市場並不走俏，「當時很多
當地的村民還並不熱衷開採黃龍
玉，因為一卡車黃龍玉毛料的價格
至多就是幾千塊。」但這樣的情況
在2009年被打破，黃龍玉一躍成為
市場中所有玉種裡最昂貴的玉。
「2009年以後，有很多廣州、浙
江等地的老闆來龍陵收購黃龍玉，
當時是村民們開採得最瘋狂的時
候。」 林霖鈴告訴記者，就是那個
時候很多經營黃龍玉的老闆一夜暴
富，因為貧窮，當地的村民也開始
為了一轉手就能賣到幾千甚至幾十
萬的黃龍玉開始瘋狂開採。

瘋狂開採 重挫生態
由於開採玉石者不具備專業知
識，往往是哪個地方挖出玉，村民
都一窩蜂地湊上去。據央視記者
2010年用攝像機記錄下來的情況顯
示，在小黑山主礦區，山內一度支
數以千記的藍色帳篷。當地村民
把一段河道圈起來後，用抽水機抽
乾水，就開始挖掘黃龍玉。山中，
一個盜洞接一個盜洞，有的盜洞
甚至長達百米。
如今，龍陵縣的黃龍玉石料逐漸
減少，當地政府也加大了打擊私挖
濫採的力度。但正因為石料越來越
稀缺，也讓不少投資客鋌而走險。
龍陵黃龍玉主產地小黑山東南角的

團坡村村民介紹，目前上山私採黃
龍玉的，外地人多，本地的不多；
洞開得多，挖到的不多；貼錢的
多，賺錢的不多。於是，盜採者開
始四處打洞，很多時候，洞挖得很
深，也發現不了黃龍玉的蹤跡。就
這樣，盜採者在山體上打出一個個
礦洞，整個山體被挖得滿目瘡痍，
致使當地的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從事黃龍玉雕刻多年的林霖鈴，

對黃龍玉有特殊的情感。看到村
民瘋狂開採後滿目瘡痍的山體，林
霖鈴表示很心痛，「黃龍玉的過度
開採其實不利於黃龍玉產業的健康
發展，而且這些村民獲得的只是利
益鏈的最小部分。他們卻把自己賴
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給破壞了，是很
可悲的事。」

制定條例 依法護玉
其實，一直以來，龍陵縣乃至雲

南省就不斷加大黃龍玉的資源保
護，打擊非法開採。為進一步規範
黃龍玉的開採，2014年12月24日，
雲南省出台了《雲南省龍陵黃龍玉
資源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
例》）並於2015年1月1日起實施。
此舉意味雲南黃龍玉的保護與開
發已步入法制化軌道。
《條例》的出台，除了能有效遏

制黃龍玉私挖濫採對環境造成的影
響外，對於黃龍玉的市場也會起到
一定的穩定作用。為此，林霖鈴表
示，《條例》的出台能夠有效地促
進龍陵黃龍玉產業的良性、健康發
展，也能讓當地的村民真正意識到
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此外，為了保護和合理利用黃龍

玉資源，龍陵縣建成了亞洲最大的
黃龍玉公盤交易中心，規範黃龍玉
交易市場。同時建立了礦山管理體
制和利益分配機制，開創了內地珠
寶玉石礦山利益分配機制的先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晉、李茜茜 昆明報道）雲南省龍

陵縣2004年發現黃龍玉，引起玉石界的極大關注，也拉開了

黃龍玉價格瘋漲的序幕。隨之而來的是眾多投資客雲集龍

陵，甚至開始大規模的私挖濫採，有的時候私採者人數超過

萬人，山體被挖得滿目瘡痍。目前，龍陵縣已經採取強硬措

施，並將進行集中整治行動，嚴厲打擊處理各種私挖亂採黃

龍玉礦石行為，同時健全礦山管理體制，確保黃龍玉資源的

管理規範化、常態化、長效化。

「瘋狂的石頭」價格漸歸理性
雲南省龍陵縣是黃龍玉

的原產地。2004年，龍陵
發現黃龍玉，引發玉石界
的極大關注。2011 年 2

月，黃龍玉作為天然玉石進入《珠寶玉
石名稱》國家標準，正式成為玉石家族
中的一員。同年2月14日，經國家工商
總局批准成功註冊「龍陵黃龍玉雕」地
理標誌證明商標。黃龍玉，曾經被譽為
「瘋狂的石頭」，如今價格開始回歸理
性。

六年價格漲千倍
黃龍玉的第一波行情由雲南、廣西兩

地的石商主導而形成，這個時期黃龍玉
被當作黃蠟石來交易，漲幅不算很大；
第二波是在2004年黃蠟石更名「黃龍
玉」後，各地玉石商人蜂擁而至，從而
推高了黃龍玉原料的價格；第三波是從
2009年下半年開始，珠三角、江浙一帶
的游資湧入黃龍玉市場，使得黃龍玉的
價格如脫韁野馬一樣狂飆猛進，直至

2010年達到頂峰。據了解，2004年初，
市場上好的山料每千克只要幾元人民
幣，但到2010年已到人民幣幾千乃至上
萬元每千克。

從2012年底開始到現在，整個玉石市
場比較疲軟，黃龍玉亦不例外，在2013
年到2014年尤為明顯。儘管市場疲軟，
但是目前人民幣五千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的小精品，價格反而呈現上漲趨勢。

如今，龍陵縣正在積極推進黃龍玉的
名稱標準和鑒定標準申請。兩大標準發
布實施後，黃龍玉就會成為繼新疆和田
玉、緬甸的翡翠之後的又一大優秀玉
種。目前，不少專家和投資者依然看好
黃龍玉前景。

據統計，2014年龍陵縣實現黃龍玉產
值10.4億元人民幣，包括港、澳、台在
內的黃龍玉商家有5,800多戶，從業人
員達10多萬人，以龍陵原產地為核心，
輻射周邊乃至全國的黃龍玉營銷網絡正
在形成，消費群體、收藏群體日益擴
大。 ■記者 王晉、李茜茜 昆明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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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採者用竹片塑料布木條架起的簡易帳篷。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珊珊 武漢
報道）據武漢電視台報道，武漢市昨
日召開領導幹部大會，宣布萬勇任武
漢市委副書記、代市長，懸空月餘的
武漢市長之位終於塵埃落定。
據了解，武漢前任市長唐良智於去

年底被調往成都，並被提名為成都市
長人選。此後，武漢市長一直處於懸
空狀態，或因為市長人選未定，該市
兩會較往年延後近一個月，遲於湖北
省兩會召開時間。成都24日兩會閉
幕，正式確認唐良智為市長人選，之
後一天，武漢市市長人選也終於浮出
水面。
官方資料顯示，萬勇（男，漢族）

1960年11月出生，湖北洪湖人，華
中師範大學哲學專業畢業，在職研究

生學歷、工學學士、哲學碩士、工程
師。在任職武漢之前，萬勇曾歷任湖
北省荊門市委書記，荊門市人大常委
會主任，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籌備
組副組長、黨組成員，武漢市政府市
長助理，武漢市民政局局長、黨組書
記，武漢市新洲區委書記、區人大常
委會主任等職。

荊門書記萬勇任武漢代市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國第三個通用航空綜合體項目—
南通愛飛客鎮昨日在北京簽約。這是繼
荊門、武漢後的第三家愛飛客航空綜合
體項目，標誌中航工業在內地布局50
家愛飛客項目的全面啟動。
中航工業董事長、黨組書記林左鳴

在講話中指出，通用航空是航空工業
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加快轉變經濟發
展方式、發展現代交通運輸體系、培
育國民航空意識的重要抓手。中航工
業以「融入區域發展經濟圈，融入世
界航空產業鏈」為戰略思想，將通航
產業和新型城鎮化建設與創意文化產
業有機融合，將愛飛客航空綜合體建
設作為中國發展通用航空的有力引
擎，將愛飛客品牌塑造為航空強國的
一個標誌性品牌。
林左鳴強調，中航工業將大力發展
航空文化創意產業，促進航空產業從
「製造」向「服務」、從「追求新技

術」向「創意新概念」、從「掌握企
業標準」向「掌握平台」、從「渠道
為王」向「粉絲領先」的轉型升級。

提供通用航空一站式服務
中航工業通飛總經理曲景文說，南

通愛飛客鎮是中航工業繼荊門、武漢
後布局的第三家愛飛客航空綜合體項
目，旨在打造集通用航空與創意文化
深度融合發展的標杆，發展創意經
濟，培育國民航空意識，為客戶提供
通用航空一站式服務的綜合性平台。
據悉，南通愛飛客鎮將依托機場及

飛行區在南通市濱海園區內打造通用
航空現代服務產業鏈，集中體現航空
特色、海洋度假、創意文化、商務會
展、都市休閒和港口貿易等核心理
念。愛飛客綜合體的業務將包括飛機
展銷中心、飛行員培訓中心、機場及
固定運營基地、航空文化館、通航會
展中心、航空度假酒店等。

中航工業愛飛客鎮落戶南通

■武漢代
市長萬勇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實習記者 朱
皓 南京報道）自南京原市委書記楊衛澤1月4
日落馬之後，南京市委書記一職懸空了整整三
周。25日下午，現年53歲的江蘇省委常委、無
錫市委書記黃莉新調任南京市委書記。黃莉新
不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南京首任女性市委書
記，而且其與現任市長繆瑞林是江蘇農學院校
友，兩人今後將搭班治理南京。

曾被派往無錫「救火」
昨日下午5點，南京召開全市領導幹部大
會，宣布黃莉新調任南京市委書記。值得注意
的是，此次黃莉新出任南京市委書記一職，被
很多人看成是「救火」。此前，南京原市委書
記楊衛澤和原市長季建業先後落馬，成為十八
大以來首個書記市長雙雙落馬的省會城市，也
讓南京步入前所未有的「特殊時期」。事實

上，此前黃莉新已經有過類似的「救火」經
歷。2011年，時任無錫市委書記楊衛澤調任南
京市委書記，無錫市市長毛小平升任無錫市委
書記，但僅僅8個月之後毛小平就被雙規。當時
去無錫「救火」擔任市委書記的，恰恰就是時
任江蘇省委常委、副省長的黃莉新。此次黃莉
新轉任南京市委書記，可謂再度「救火」。
資料顯示，現年53歲的黃莉新為江蘇宿遷
人，畢業於江蘇農學院，擁有中央黨校研究生
學歷和工學學士學位，是高級工程師，中央候
補委員。從政之後，黃莉新在江蘇省水利系統
一直工作了20年，直至官至江蘇省水利廳廳
長。2003年，黃莉新以41歲的年齡升任江蘇省
副省長。

低調穩健 善處複雜局面
多位無錫官方人士表示，黃莉新主政無錫期

間以風格穩
健、開明低
調著稱，並
不會像有些
官員一樣刻
意張揚施展
所謂的鮮明
個 性 。 並
且，黃莉新
善於處理各
種 複 雜 局
面，堪稱外
柔內剛。有觀察人士指出，黃莉新低調穩健的
施政風格與楊衛澤、季建業等人張揚的風格完
全不同，「南京處於特殊時期，黃莉新被調任
南京，這與她無錫『救火』經歷和低調穩健的
施政風格不無關係」。

■新任南京市委書記黃莉新。
網上圖片

黃莉新出任南京市委書記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日聲稱，
將於二戰戰後70周年發表的「安倍談話」不會
原封不動地沿用「村山談話」中的關鍵措辭。
據新華社報道，安倍當天在日本廣播協會
（NHK）的電視節目中作出上述表態。當主持人
問，戰後50周年發表的「村山談話」和戰後60周
年發表的「小泉談話」中，都有「殖民統治」、「侵
略」、「深刻反省」、「謝罪」等措辭，「安倍談
話」是否繼續使用這些關鍵措辭。針對主持人提出
的上述4個關鍵詞，安倍只提到了「反省」，並迴
避了「殖民統治」、「侵略」和「謝罪」。

在野黨斥拋棄「村山談話」精神
安倍表示，安倍政府將「整體繼承」歷屆內閣

的談話，但並不意味原封不動地沿用上述關鍵
措辭。
日本最大在野黨民主黨黨首岡田克也隨後在同
一個電視節目中批評說，安倍的這一表態明確顯
示，「安倍談話」準備拋棄「村山談話」中的關
鍵精神。

安
倍
：
不
會
沿
用﹁村
山
談
話﹂
關
鍵
詞

香港文匯報訊 為實現軍隊子女學校
和幼兒園健康可持續發展，解除軍隊子
女教育後顧之憂，促進部隊戰鬥力建
設，近日，經國務院、中央軍委批准，
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
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印發《關於軍
隊子女學校和幼兒園改革發展的若干意
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軍隊
與地方各級政府認真貫徹執行。
據新華社報道，《意見》指出，軍隊子
女學校原則上移交地方人民政府舉辦或撤
銷停辦。位於營區外的軍隊子女學校，原
則上整體移交地方人民政府舉辦。位於營
區內的軍隊子女學校，駐大中城市的，原
則上撤銷停辦；駐縣以下城鎮或艱苦邊遠
地區的，原則上移交地方人民政府舉辦。
《意見》強調，移交學校整體納入地

方教育行政部門管理的公辦學校序列，
離退休教職工一併移交；撤銷停辦的學

校，學生、教職工（含離退休）由部隊
駐地的地（市）級教育行政部門統一接
收，正式教職工納入當地公辦學校教職
工事業編制。軍隊子女學校移交地方
後，繼續接收原保障體系內軍人子女入
學，駐地人民政府應對此類學校給予特
殊幫扶政策。

軍隊幼兒園仍由軍隊續辦
《意見》明確，軍隊子女學校移交或

撤銷停辦，所需費用由中央財政承擔。
《意見》還對移交學校的資產、債權債
務劃轉和經費補助辦法等作了相應規
定。《意見》同時對軍隊幼兒園的管理
作出規定。軍隊幼兒園由軍隊繼續舉
辦，部隊駐地學前教育資源能夠滿足軍
隊人員子女教育需求的，原則上不再新
辦幼兒園；確需新辦的，在軍區級單位
現有編制內調劑解決。

軍隊子女學校將移交地方或停辦

■盜採者打出一個個礦洞，使得山體滿目瘡痍。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