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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第三次土地调查全面启动
将处理权属纠纷

“1·25”动车起火事故原因调查中
中车长客排查同款车型变压器

本报记者 李乐 北京报道
本报实习记者 路炳阳

失的事故为较大事故。

记者 郝成 北京报道

“
1·25”动车起火事故目前国家
铁路局正在调查中， 据了解调查情
况的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
参与调查部门包括了国家铁路局、
中国铁路总公司（下称“
中铁总”）和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
中车长客”）等相关单位。
2018 年 1 月 25 日 11 时 53
分， 由青岛开往杭州东的 G281 次
列车运行途中电气设备发生故障，
并冒烟， 遂决定临时停靠定远站。
进站后列车 2 号车起火， 不久火势

《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事故列车
编号 5522 号，隶属于济南铁路局青
岛北动车运用所，列车停靠定远站
属于上海铁路局管段。 上海铁路局
当日发布了官方微博确认了这起事
故， 随后国家铁路局 15 时 40 分发
布官方微博称，已经派出工作组调
查事故原因。
据了解调查情况的人士对《中国
经营报》记者透露，目前调查仍在进行
中，尤其是责任分担尚未完成，最终结

士亦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事故
车 G281 次 5522 号由中车长客生产，
车型是和谐号 CRH380BL，目前中车
长客正在对其生产的，安装同款牵引
变压器的 CRH380B 和 CRH5 等车

全面启动。 这项土地调查工作，
将用超过两年的时间，摸清中国

故的调查期限自事故发生之日起计
算为 20 日。 先形成事故调查报告，

农村、城市土地的家底，为进一
步推进供给侧改革、实现城乡均

后在 15 日内形成事故赔偿、处理以
及责任追究的依据的“事故认定

衡统筹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按照国务院的工作部署，由

书”，最后在 7 日内填写《铁路交通
事故处理报告》，“1·25” 事故才算

国土资源部牵头， 第三次全国土
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已经设

调查结束。
事故结案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

立，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将

次 5522 车 2 号车车体烧穿报废，而

余 15 节车经内燃机车牵引已经返
回中车长客，整车将做彻底检修。

中车长客人士对《中国经营报》
记者介绍称， 牵引变压器作为大功
率电气元件， 在工作中会产生大量
热量，引起电气部件温度升高，如果
温度超过电气部件所能承受的范
围，变压器将不能工作，严重的会破

该型号动车一节车厢的造价约为
2000 万元左右。
中国铁路事故等级依据事故造
成的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列车
脱轨辆数、 中断铁路行车时间等情
形共划分 4 个等级， 分别为特别重

牵引变压器是动车组核心零部
件， 用于将接触网 AC25kV/50Hz

坏电气部件的绝缘性能， 引起着火
等危险。

大、重大、较大和一般事故。根据《铁
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

一次电压降为 1850V/50Hz 的二次
电压，供牵引电机使用，满足列车牵

国家铁路局人士对 《中国经营
报》记者透露，此次事故导致 G281

例》（下称“
《条例》”），造成 1000 万
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

临近年关， 被乐视拖欠薪酬
的离职人员终于收到来自法院的
电话。
“法院和我们沟通， 按照拖
欠薪酬判决书的 50%支付欠薪，
剩下的不给了，等于结案了。 ”乐
视体系某公司离职员工王先生
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这
个方案我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
同意。 但是先同意的人，可以先

目前，“三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人员组成已经确定。

目前中国可以生产高速动车组牵
引变压器的企业有两家， 分别为

农历春节已经临近， 但东部某省
国土资源厅的内部人士告诉 《中

工作的情况看，确实近年来，经济
快速发展，使用情况变化很快，所

大同 ABB 牵引变压器有限公司（下
称“大同 ABB”）和中车株洲电机有

国经营报》记者，围绕第三次全国
土地调查（下称“三调”），各项工

以，及时开展‘
三调’工作，还是十
分必要的。”中部某省一位不愿具

株洲电机”）。 其中，大
限公司（下称
“
同 ABB 是 ABB（中国）有限公司和
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于

作都已经在推进当中。
多位参与、涉及“三调”的中

名的基层土地管理职能部门人士
告诉本报记者。

央部委人士均向《中国经营报》记
者证实， 根据国务院工作部署，

三调” 领导小组办公
目前，“
室的人员组成已经确定。 国土资

三调” 工作将于 2018 年全面展
“
开。该项工作由国土资源部牵头，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也设在国土资源部。
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源部副部长王广华将出任办公室
主任的职务。按照分工，王广华在
国土资源部内部分管不动产统一
登记、地籍等业务领域和方向。
“三调”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

成立以来， 中国内地此前总计进
行过两次土地调查， 基本摸清了
中国内地的土地家底、权属情况、
使用情况等。 特别是“二调”，在

在国土资源部， 其副主任和成
员，基本来自国土资源部、国家
测绘局以及中国地质勘查院等。
在“三调”中，卫星遥感、图斑技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背景
下，以“二调”数据为基础，党中

术等， 将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同
时，“三调”工作也将与不动产统

生产，主要供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
辆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据 《山西日报》2017 年 7 月 3
日报道， 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
“
CR400AF” 和“CR400BF” 两 种 型
号的牵引变压器均采用了大同
ABB 的产品。 报道称，大同 ABB 公
司的牵引变压器具有大容量、 小型
化、低重量的特点，并拥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 同时，还具有绿色节能、
可靠性高、维修成本低、寿命周期成
本低等特点， 其技术性能更是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

“
打折式”解决方案

接收该案件的法院人士向记
者表示：
“
法院正在对双方进行调
解，这只是在沟通。 ”

人员落定

“其实‘二调’和‘三调’间隔
的时间并不是太长， 从我们基层

务小组与政府法院等相关部门一
直在密切沟通中， 待方案确认后
会对外公布。 ”

照拖欠薪酬判决书的 50%支付欠
薪。 ”他说。
同时，“只要是乐视系的，去

办法， 正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牵
头编制当中。

工作的人员班子， 工作也已经提
前准备开展了。 ”2 月 7 日，尽管

沟通。 ”
乐视相关部门人员向记者表
示：
“关于离职员工的工资及补偿
金发放方案， 目前非上市体系债

向记者表示：
“
这个方案我肯定不
能接受， 白纸黑字写的这么多钱，
就该支付这么多钱， 从个人角度、
从法律角度都应该是这样。 ”

“不遗留问题”。 而具体的处置

成，4 月 5 日前向社会公告。
据《中 国 经 营 报》记 者 了 解 ，

记者向法院询问有关情况，
对方表示：
“
目前， 只是双方进行

王先生又和乐视的很多前员
工一样，去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终于， 王先生接到来自法院
的沟通电话：“目前的方案是，按

对重大涉土地的权属纠纷问题
进行处置和解决， 以确保土地
调查的结果数据最大限度的

全和现行土地管理框架， 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

内的公司供职时，他的级别是总
监级。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都会是支付
50%，到底乐视筹集了多少钱，用
于解决拖欠薪酬问题， 法院也不
太清楚， 但是会按照立案的先后
顺序去排名。 ”
王先生解释道：“意思就是
说，年前欠薪会给出来，钱够的话
都给，钱不够的话发到谁是谁。 ”
这种
“
先到先得”的方案，对被
欠薪人员产生了心理压力。王先生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工作部
署，在此次全国土地调查中，将

公室组成的人员名单， 我们地方
上也基本上组建完成了负责这项

领到拖欠的薪酬。 ”在乐视系统

2 月 7 日一早， 在乐视离职
已经半年多的王先生收到来自法
院的电话。
此前， 王先生被乐视拖欠薪
酬加赔偿金近 10 万元，这半年的
时间内， 王先生和乐视的很多
“被”离职人员一样，先去仲裁机
构申请了法律仲裁。
乐视虽然同意仲裁结果，但
是无能力执行。

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 进入
全面落实的技术阶段。

亿亩耕地红线， 对中国的粮食安

半数偿付：乐视沟通欠薪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政部、财政部等部门，都被纳入领
导小组出任成员单位， 这意味着

“部里面通报了领导小组办

动车组。 株洲电机引进的是日本三
菱电机公司的技术，目前已经自主
本报资料室 / 图

出任办公室主任。 国家发改委、民

和实施机关。依据上述规定，“1·25”
“事故认定书” 应在 3 月 8 日前形

限 公 司 ， 广 泛 应 用 于 CRH1、
CRH3、CRH5 以及 CRH380 系列

引和再生制动的要求。

型进行普查。
中 车 长 客 人 士 称 ，G281 次
5522 号 2 号车因受损严重报废，其

地调查工作，终于在 2018 年正式

事故由国家铁路局上海铁路监管局
负责调查。根据《条例》规定，较大事

2005 年组建的合资企业，主要供货
给中车长客和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

论仍存在不确定性，故不能透露责任
归属细节。但目前调查指向的方向是，
最先发生故障的电气设备是安装于 2
号车底部的牵引变压器。 中车长客人

筹备多时的第三次全国土

国家铁路局人士还对《中国经
营报》记者表示，“1·25”动车起火

依照“谁执法谁公告”的原则，国家
铁路局应向社会公布违法单位名
称、违法行为、处理情况、处理依据

扩大，2 号车车体被烧穿，事故未造
成人员伤亡。 济南铁路局人士对

A3

央、国务院最终决策，设置了 18

一登记工作衔接。

分段验收
国家统计局的质量抽查，是
“
三调”工作质量控制的重要手段。
由于“三调”属于国民经济
领域重大、基础性的调查，因此，

报记者表示， 国家统计局的质量
抽查，是“三调”工作质量控制的

国务院对“三调”的工作进行了

重要手段。

节点性的安排。“三调”领导小组
办公室，正是依据这一顶层的工

到 2020 年，工作任务节点控
制，将是完成统一时点数据汇总，

作时点安排， 对全国土地调查
的工作，进行分解、执行、验收、
汇总。
按照现行设定的节点，2018
年， 全面启动第三次土地调查，
完成遥感数据采集、处理和全地
类内业初步预判工作，完成土地

形成第三次土地调查数据成果，
经国务院审查同意后发布。 开展
第三次土地调查数据分析、 成果
集成、 工作总结以及地方调查成
果验收等工作。
记者了解到，除了国家统计
局 的 成 果 抽 查 之 外 ，“三 调 ” 还

调查统一底图制作并陆续下发
各地开展调查。

设置了严格的阶段性管控手段：
即采用分阶段成果检查制度，每

2019 年，则要完成地方调查
任务和国家级核查，各地对调查

一阶段成果需经检查合格后方
转入下一阶段， 避免将错误带

成果进行整理， 并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调查标准时点，统一进
行调查数据更新。 2018 年度土地
变更调查工作，充分利用第三次
土地调查采集的遥感数据和工
作底图，做好两项工作的统筹和
衔接。
“2019 年的工作完成后，按
照工作设定的要求，将由国家统
计局组织实施全国土地调查成
果事后质量抽查工作。 ”前述东
部某省国土资源厅的人士向本

入下一阶段工作， 保证成果质
量； 执行分级检查验收制度，调
查结束后逐级汇总上报调查成
果，国家、省、地级分级负责检
查验收。
“县级土地调查成果由地级
国土资源部门负责组织预检，省
级国土资源部门组织验收。 国土
资源部负责组织对省级汇总成
果验收。 ”在“三调”领导小组办
公室下发的文件中，已经提出了
此项要求。

权属纠纷
根据分工安排，权属组组长由佟绍伟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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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部分人的“
资格”
即便如此， 王先生在该乐视欠
薪事件中，也属于“
幸运儿”。
乐视一些前员工在拿到欠薪法
律仲裁书之后， 并没有去法院申请

有能力继续支付薪酬， 劝办离职手
续。 ”田先生说。
此后田先生通过劳动仲裁机构
申请仲裁。

拿着仲裁书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因而，只支付 50%的解决方案中，田
先生的名字没有位列其中。 田先生
表示，自己没有接到法院的电话。

后，在人员高增速的情况下，管理能
力没有跟上。
随后，乐视体育、乐视电子商务
和乐视汽车的前员工都曾经申请过

强制执行。“
只有我们 100 多人，去
法院起诉申请强制执行， 才接到了
法院的电话。 ”王先生表示。
曾经在乐视商城工作的田先
生，在去年收到一个通知。“乐视没

仲裁结果是今年 1 月 29 日，乐
视一次性支付拖欠薪酬和赔偿金。
但是 1 月 29 日过去了，乐视对
拖欠薪酬和赔偿金一事却悄无声息。
田先生少走了“一步”环节，即

此前，有新闻媒体报道称，2016
年 11 月 6 日，乐视 CEO 贾跃亭向
全体员工发出了一封题为 《乐视的
海水与火焰》的公开信。 信中，他承
认“公司生态的组织能力” 相对滞

劳动仲裁。
2017 年 1 月， 孙宏斌执掌下
的 融 创 中 国 增 资 乐 视 150 亿 元 。
2017 年末，乐视致新更名为“新乐
视智家”。

多位参与
“三调”工作的地方
国土职能部门人士均向 《中国经
营报》记者证实，在“三调”领导小
组办公室的设置组成中，包括
“
权
属组”。 这个组的设置，主要是考
虑到“三调”过程中，出现的土地

根据文件中规定的小组职
能， 权属组主要负责指导土地调
查中各地土地权属纠纷的调处工
作、 承办土地调查中的重大土地
权属纠纷案件处置， 以及指导各
地土地调查涉及的与不动产登记

权属纠纷问题。
“全国土地调查的过程中，一
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要摸清土
地的权属状况，但是在基层工作中，
我们会发现，是有土地会有权属方
面的纠纷，这点理不清，就会对土地
调查工作的严肃性、权威性、准确性
带来一定的影响。 ”前述基层国土

衔接的相关工作。
“从这个组的设置情况看，
在土地调查中，出现的权属纠纷，
是要处置和解决的。”前述基层国
土资源职能部门人士称。 在他所
供职的单位收悉的国土资源部文
件中，围绕
“三调”的工作职能，特
别提出了及时调处各类土地权属

资源职能部门人士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三调” 领导小
组办公室，设有综合组、影像组、
调查组、权属组、耕地等级组、数
据库组和核查组等 7 个工作组，
分工负责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
具体业务和日常管理工作。

争议， 积极显化农村集体和农民
土地资产，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
重要基础。
根据分工安排，权属组组长
由佟绍伟兼任， 他还有另外一个
身份， 是国土资源部登记中心的
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