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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内亭台楼阁随处可见，高高低低的建筑全
部是仿古样式。一处博物馆摆放着20余种野生动植
物标本。”近日，媒体曝光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处
国有林区内建有一座私人庄园。

虽然该市国土部门曾3次作出拆除并罚款的行
政处罚，但这座总投资上亿元的违建庄园“曹园”，
至今已存在14年。

起底双面曹园

毁林建园毁林建园
削山挖湖14年
奢华惊呆调查组

曹园位于牡丹江市西北方，张
广才岭的大森林中，距市区约10公
里。地图显示，从牡丹江市人民政府
驱车前往曹园，大约需要30分钟。

3月19日，媒体报道称，记者收
到实名举报反映，有人在牡丹江市
军马场的国有林里，毁林削山挖湖
建私家庄园，却没有任何审批手续。

举报人张先生称，他承包的林
地紧邻“曹园”的地界，也曾和曹园
的主人交好，因此对曹园建设的前
前后后比较熟悉。他表示，曹园的建
设开始于2005年。“他的建筑，他伐
林，我都亲眼目睹。基本上年年陆续
在建陆续在伐。刚开始他是以修围
墙的名义，先把围墙圈起来伐木。同
时还号称修了几十公里的路，修路
伐木。”张先生称，曹园里面还设有
狩猎场，不少野鹿、野猪等野生动物
被捕杀。为了调整山水，园内还筑起
蓄水大坝，造出了一个面积约1平方
公里的人工堰塞湖。

张先生称，“曹园”里建有亭台
楼阁，甚至有多栋别墅，主要接待高
级宾客。3月16日，记者在现场看到，

“曹园”朱红色的大门紧闭，没有任
何对外迎客的迹象，但气势宏伟的
城楼雕梁画栋，如同古城门。

3月20日，牡丹江市副市长带领
联合调查组赶到曹园调查。不料，副
市长和该市森林公安、国土、水利等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多家媒体的
记者，都在门外被堵了半个多小时。

多方沟通进入园区后，一行人
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园内有成片
的仿古建筑，气势恢宏。绿树掩映
下，水泥路串起亭台楼阁，小桥湖
泊。“曹园博物馆”里摆放着20余种
野生动植物包括熊猫的标本，猛犸
象等一些珍贵化石也位列其中。

曹园所属的黑龙江曹园文化投
资有限公司官网介绍，曹园始建于
2005年，现已建成“三园一馆”，即园
门园、文昌苑、峰墅苑、博物馆。初步
具参观游览、修贤修学、休闲康体、
餐饮住宿等功能。

但曹园目前未向公众开放。“一
般人根本进不去，接待的都是有头
有脸的人。”“听进去的人说，里面超
级豪华，跟宫殿一般。”当地护林工
人、放牧农民表示。

2004年，曹波以配偶的名义从牡丹
江军马场获得了该片国有林地70年的
经营权。

军马场提供的承包合同文件显
示，2005年、2006年，军马场分2次跟曹
园方面签订《有林地承包经营管护合
同》，共计3千多亩。合同中明确，承包
方必须确保林地所有权及用途不改
变，确保森林蓄积和质量不降低。军马
场相关人员称，“曹园”围墙实际圈占
面积约2400多亩。

记者调查发现，曹园方面曾以森林
综合保护项目及观赏建设项目为名，
2006年取得过黑龙江省林业厅使用林
地的行政许可，批复的项目用地面积为
2.7667公顷。文件中要求，需要采伐林木
的，需依法办理林木采伐许可手续。牡
丹江市林业局当年的上报意见称，项目
切实可行，不能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危
害，用于森林综合保护及观赏项目建
设。而在实际操作中，森林保护项目变
成了私人庄园，批复的2.76公顷演变成
了19公顷多的违法占地面积。

针对此事，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表示
高度重视，严肃对待。省委书记张庆伟、
省长王文涛立即召开专题工作会议，部
署调查工作。张庆伟批示要求省委省政
府成立督查组，推动牡丹江市开展调
查。责令牡丹江市成立调查组，迅速查
明事实真相，认定违法违规事实，严肃
处理相关责任人，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调
查结果和处理意见。

目前，当地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正
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牡丹江市专项调
查组副组长、牡丹江市副市长张维国表
示，20日上午，牡丹江市委市政府专项
调查组已经全面进驻“曹园”，继续对

“曹园”占林占地建设情况进行现场勘
验、测量，并调取相关资料。下一步，调
查组将利用历年来的卫星图片资料进
行比对分析，确认其违法占地、毁林、建
设的具体面积、数量，依法依规、实事求
是、尽快尽早地拿出调查结果和处理意
见，向媒体和社会公布。

联合督查组相关负责人表示，媒体
报道牡丹江“曹园”事件后，黑龙江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由9个省直部门成立了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联合督查组，并且会
根据工作需要增加督查组成员。下一步，
督查组要督查牡丹江市政府，把“曹园”
从最初到现在整个变化过程的每一个环
节都要调查清楚，用2003年的卫星图片
和现在的状况进行比对，查出每一年“曹
园”发生了什么变化，哪些项目已经办了
手续，哪些完全没有手续，把事情查清
楚，在查清楚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依规严
肃处理。在调查“曹园”的过程中，还要对
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否履职到
位，是否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甚至以
权谋私、徇私枉法的行为进行调查。督导
组里有纪委工作人员参加，对发现的问
题严格按照党纪国法来处理。牡丹江市
的调查组和黑龙江省的督查组要夜以继
日的工作，尽快把问题调查清楚，第一时
间把调查结果向社会公布。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中国之声 央
视新闻 澎湃新闻 中国新闻网

记者在“天眼查”网站查阅
得知，黑龙江曹园文化投资有
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6月6日，
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经营
范围为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产
业投资。

2013~2018年度，该公司企
业年报中的“企业资产状况信
息”一栏中，都填着“企业选择
不公示”。

上述公司官网首页写道，
要把养生与养心结合起来，修
贤与休闲结合起来，“努力把曹
园打造成中国文化精神高地，
中国东北养生胜地”。

记者在牡丹江市政府官方
网站检索“曹园”发现，自2015
年4月起，“曹园”被当地政府作
为“有牵动作用、有市场需求”
的旅游项目进行推进。

在牡丹江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官网“规划招商”一栏，记者
看到一份名为《曹园文化旅游产
业园项目》的文件，发布时间为
2018年12月4日。该项目估算总投
资约12亿元，总占地面积2.3万平
方公里，建成后年营业收入约为
1.83亿元。此外，建设目标为打造
多元文化融合发展，以展示、体
验、休闲、度假为重点供给的牡丹
江市文化核心景区。

2016年12月12日，牡丹江

市政府官方网站上刊登的《加
速实施“旅游＋”推动冰天雪地
向金山银山转变》一文中写道：
利用我市生态、医疗、绿色有机
食品集聚优势，充分挖掘利用
市区、镜泊湖现有闲置资产，结
合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了夏季
旅游避暑养老产品及绿色健康
饮食、中医理疗、禅修养生旅游
产品，组织镜泊湖、黑宝乐园、
曹园、中医院申报了国家中医
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2015年12月18日，牡丹江
市政府官方网站上刊登的《城
市窗口靓丽多彩 旅游收入噌
噌蹿升》一文中指出：曹园文化
旅游园项目、明清古建筑院落
等，成为展示我市古代建筑文
化与旅游功能结合的范例。

2015年5月20日，牡丹江市
政府官方网站上刊登的“《晨报》
策划推出牡丹江‘博物馆地图’
（下）”一文中介绍：黑龙江曹园博
物馆（正在进行续建施工，没有对
外开放），是一座集征集、收藏、研
究、展示于一体，着重展示中国工
艺美术文化，明清风格的单体古
典建筑。藏品种类有中国工艺美
术作品、民族工艺品、古生物化
石、动物标本等。

2015年4月27日，牡丹江市
政府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旅游

产业转型升级：一滴水的雪城
畅想》一文中提到：按照全市旅
游区域规划布局，还将加快推
进曹园旅游文化区、牡丹江雪
堡、三道关、横道旅游名镇、渤
海国遗址公园等30个有牵动作
用、有市场需求的项目，进而形
成四季旅游产业集群。

黑龙江曹园文化投资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曹波目前已接受
调查。在看守所，曹波接受采访
时称，自己建曹园是从项目上
考虑，为将来旅游观光，“我可
能是违法违规了，我认为自己
做的没有损坏环境，伤害老百
姓。”“我心急就先建了，想把项
目做好贡献社会。”

牡丹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
称，“曹园”不具备旅游开发的
任何条件，所以未予以审批。

而据央视网的报道，曹园
所属公司另一负责人苏林芳表
示，曹园本想搞旅游开发，省市
发改委也曾立项，但因土地价
格评估的问题，土地性质变更
没有成功，也就没有后续的规
划、建设等审批手续。

据新华社电 响水天嘉宜公司“3·
21”特大爆炸事故善后处置指挥部24
日召开第三场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
上了解到，截至24日12时已累计有59
名住院救治伤员出院。

据江苏省卫健委副主任李少冬介
绍，截至3月24日12时，盐城市16家医院共
有住院治疗伤员604人，危重症19人，重症
98人，留院观察142人，累计出院59人。

李少冬说，这次爆炸事故救援中，
直接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达4500多
人，救护车116辆。救治过程中，按“集
中重症、集中资源、集中专家、分级收
治”的原则，将危重症和重症伤员迅速
转运至三甲医院集中收治，中轻度伤
员安排在响水及周边县级医院治疗。

与此同时，国家卫健委从协和医
院等著名医院抽调韩德明等3名院士
在内的16名顶尖专家赶赴盐城指导救
治，江苏省卫健委也从省人民医院、中
大医院、南京鼓楼医院、徐州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和南通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抽
调65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据介绍，截至24日12时，在这次爆
炸事故伤员救治过程中，国家、省级专
家会诊达1579人次，抢救危重症伤员
103人次，开展手术219台。对危重症和
重症伤员，均实行“一人一小组”“一人
一方案”的救治模式。

李少冬还介绍，在急救的同时，针
对伤员、家属、参与救援人员的心理干
预工作也同步开展，以期努力减少伤
员和亲属的心灵创伤。

据新华社电 我国结核病死亡率
稳步下降，但约八成以上的肺结核病
人在农村或是流动人口，为结核病防
治目标带来巨大挑战。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中国疾控中心等相关部门正
在夯实结核病综合防治模式的基础，
基层医疗机构在抗击结核病上防控作
用逐步凸显。

3 月 24 日是第 24 个世界防治结
核病日，今年的主题是“开展终结结核
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国家卫健
委副主任李斌21日在北京说，将会同
有关部门启动遏制结核病行动，早日
实现终结结核病流行的目标。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结核病综合防治模式，以及结
核病诊疗规范和指南，近几年都在逐
步健全。要发挥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
作用，帮助肺结核病人，特别是耐药结
核病人规律地按时服药。

多位肺结核防治专家表示，随着人
口流动加剧和全球日益加重的结核耐
药菌株问题，我国耐药结核发病数形势
严峻，正成为公共健康潜伏的威胁。

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感
染引起的传染病，人们更熟悉的是肺
结核。过去近 20 年来，我国结核病防
治取得显著成就，实现了肺结核发病
率和死亡率的“双下降”，特别是死亡
率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耐药结
核会让利福平、异烟肼等传统治疗药
物失效，近年来逐渐成为全球结核病
防治一个“棘手”问题。

盖茨基金会健康创新与合作部门
高级项目官员桓世彤说，公众一方面
要知晓结核病传染的危险性，一方面
也要树立可防可治的信心。结核病绝
大多数都能治愈，但治疗需要较长的
疗程，一般结核病患者需要 6 至 8 个
月；耐药结核病的疗程长达18至24个
月，“只要坚持每天服药，不要间断，会
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从事结核病防治工作40多年、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
中心政策规划部原主任姜世闻指出，
我国在普通肺结核的发现和管理上成
效显著，但耐药结核病的防控难度比
较大，“我们要尽快提高耐药结核的发
现率和治疗率，这是非常急迫的。”

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助理教
授龙倩说，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规定，
随就诊层级的提高，诊疗服务报销比
例相应降低。而“三位一体”结防模式
下，普通结核患者需在县区级定点医
院就诊，耐药结核患者需在地市级或
省级定点医院就诊。如无针对结核病
的特殊报销政策，结核患者，尤其是
耐药患者能享受的报销比例低，患者
自负费用高。此外，患者还需承担交
通费及食宿费，这些都为结核病家庭
增加了负担，不少肺结核耐药患者不
愿或不能够坚持治疗。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的研究员王禄生说，近年来“中国卫
生健康委员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
基金会结核病防治项目”在浙江桐
乡、宁夏吴忠、吉林德惠三个基层地
区开展了肺结核按病种支付的改革
试点，初见成效。

他说，我国结核疫情严重的地区集
中在西部和农村地区，如果能创新结核
病防控的政策和路径，能有效防止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助力扶贫攻坚。

我国结核病
死亡率稳步下降

响水“3·21”爆炸事故
已有59名伤员出院

黑龙江曹园文化投资有
限公司官网称，曹园总占地2.3
平方公里。2006年，曹园取得黑
龙江省林业厅使用林地的行政
许可，批复的森林综合保护项
目及观赏建设项目用地面积为
2.7667公顷。

但牡丹江市森林公安局局
长杨旭辉表示，目前初步查实，
曹园中地面建设和水面占地19
公顷左右。

曹园属于违建，无任何审
批手续。

杨旭辉表示，在2018年10
月国家林业局过问之前，森林
公安对曹园擅自改变林地用途
的行为毫不知情。

“10月份国家林业局通过
卫片判图，发现这个地方有林
地变更的情况，我们根据国家

林业局下达的卫片进行先地核
实。这个地方属于中农发集团
军马场的范围，它是个央企，林
地所有权是中农发集团，林业
部门平时不进行管理，由军马
场的林场进行管理。”

但据央广网报道，曹园所
在林区的权属单位中国农业发
展集团军马场有限责任公司对
此并不认同，军马场曾多次向
林业等有关部门反映曹园违法
毁林的情况，且在2018年8月就
向森林公安正式发函报案，此
前也多次口头和曹园方面以及
森林公安交涉此事。

国土部门也对曹园的情况
不陌生。

牡丹江市国土资源局于
2009年、2015年、2018年对曹园
未经批准违法占地建设下达了

行政处罚决定书，查处的违法占
地面积分别是7000平米、5736平
米、2367平米，按照每平米5元的
标准进行处罚，共罚款7万5千多
元，并责令其自行拆除。

“天眼查”网站显示，曹园
所属公司有5条法律诉讼，其中
1条为行政裁定书。2019年1月
25日，针对牡丹江市国土局
2018年12月24日申请的拆除黑
龙江曹园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违法建筑物及构筑物671平方
米”，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
根据法律规定裁定称，“申请执
行人无正当理由逾期向本院提
出申请，本院不予受理”。

虽然罚款交了，但违法建
筑一直没有拆除。牡丹江市自
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说
白了，虽然下达了处罚决定书，
不拆的话，我们的处罚就形同
虚设，违法状态消除不了。不差
钱的话，就交罚款，实际上，我
们的主罚是拆除。”

行政处罚并未制止“曹园”
的违法占地，反而让违法建设
变本加厉。

面
旅游项目
自2015年4月起，“曹园”被
当地政府作为“有牵动作
用、有市场需求”的旅
游项目进行推进。

面
违法建筑
目前初步查实，曹园中地面
建设和水面占地19公顷
左右。曹园属于违建，
无任何审批手续。

曾申报旅游示范基地

三次查处，罚款7.5万

联合督查组联合督查组：：
每一个环节
都要调查清楚

曹园博物馆中的猛犸象化石和动物标本 图据视觉中国

曹园中的动物标本 图据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