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2日，据河北省
纪检机关通报，某市一官员家
中被搜出现金约1 . 2亿元，黄金
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但未公
开官员姓名及职务。12日，《中
国日报》官方微博爆出消息，该
官员为科级干部，系河北秦皇
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
理马超群，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据《河北日报》8月20日消
息，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
公司总经理马超群贪污、受贿、
挪用公款已被检察机关立案侦
查，但未提及涉案金额。而新华
网11月12日发布的消息中仅公
布了涉案金案，没有点出马超
群的名字。网上资料显示，马超
群曾任河北省秦皇岛市自来水
总公司副总经理、秦皇岛市自来
水总公司北戴河公司负责人、秦
皇岛市城市管理局副调研员、秦
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
经理。2014年5月，秦皇岛市政府
免去马超群的秦皇岛市城市管
理局副调研员职务。

据《秦皇岛日报》显示，作
为市政府独资的国有企业，秦
皇岛北戴河供水总公司于2011
年1月19日成立。总公司负责北
戴河区、北戴河新区、抚宁县、昌
黎县等地区的企事业单位、居民
供水，保障北戴河及整个供水区
域的安全优质供水，并负责供水
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管理以及国
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工作。

据河北省纪检机关通报，
在加大查办大案要案力度的同
时，河北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

“老虎苍蝇一起打”，严肃查处
了一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
官巨腐”案件。这些案件中，有
的市车管所数十人大肆受贿数
千万元，有的市交警支队长受
贿超千万元，有的市人社局干
部监管不力致使医保基金被骗
取近2000万元，有的县国土资
源局原局长受贿和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总额近千万元，甚至有
村干部利用协助征地时机受贿
百万元。 （宗禾）

严严打打““靠靠山山吃吃山山
靠靠水水吃吃水水””明明规规则则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
农业社会中国古人的生活之道。
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箴言”，
如今却成了官场上一些不法干
部圈钱的明规则。例如，秦皇岛
市城市管理局原副调研员、北戴
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
家中搜出现金１．２亿元，黄金３７
公斤，在北京和秦皇岛等地的房
屋手续６８套，其贪欲令人发指。

这个“靠水吃水”的巨蠹，为
何能搜刮到如此多的不义之财？
究其原因，不外乎马超群掌握着
一般人碰触不到的公共资源：城
市供水，这是一块肥肉。在一般
人眼中不显山露水的供水公司，
权责清单包括：自来水经营、建
设工程工地施工用水、供水设施
建设，如损公肥私、违规操作，背
后的猫腻和利益之大不言而喻。

前不久，河南鹤壁市淇县
供电所所长杨树森和手下５名
员工在某ＫＴＶ消费后，与经营
者发生纠纷，遂酒后进行打砸，
更无缘无故拉闸停电，导致县
城大面积停电，涉及３０００到
５０００户居民商户，停电时间长
达６个小时。这些握有垄断权力
的官员，由于缺乏监管，已经沉
醉于失控的权力场中。

要治愈“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的小官巨腐病，首先需要一
场法治“震撼教育”，挫挫“矿老
虎”“水老虎”“电老虎”们的威
风。要严格执法打掉一批依靠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明规则
发家的贪官。中央巡视组对四
川省的反馈指出，在一段时间
内，一些领导干部插手国有企
业转制、矿产水电土地资源出
让、工程建设和政府采购，教
育、卫生、政法、交通、国土资源
等部门腐败案件高发频发，“靠
山吃山”现象突出。这证明“靠
山吃山，靠水吃水”现象已经引
起纪检部门高度重视。

长远之计，加强监督，用制
度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必须
斩断那些掌握垄断资源的官员
不断扩张的权欲以及伸出的贪
婪之手，让权力在法规底线上
运行。在他们头上悬起一把法
治利剑，形成“不想腐、不能腐、
不敢腐”的制度约束。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对地方官员来说，
应该依靠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去
造福一方百姓，而不是把手中
的权力异化成为敛财的法宝。

据新华社

贪官藏钱攻略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
远被查时在其家中发现上亿现金，
执法人员从银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
点，因点钞时间过长当场烧坏了4

台。贪官们在藏钱上煞费苦心，鱼
肚、粪坑、枕头、仓库、鱼塘、垃圾桶、
煤气罐、女厕所，没有他们做不到
的，只有你我想不到的。

租买豪宅堆满钞票

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
所长罗耀星收受贿款达1118万元。
家中装不下，就租了一套豪宅专放
赃款，用黑塑料袋扎成一捆一捆，为
了防止现金生潮，还在地板上铺了
防潮纸、干燥剂等物，不过这些钱仍
然最后发霉。罗耀星自称收钱从未
数过，被判无期。

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
飞不到两年收受他人钱物超过1 . 3

亿元，包括黄金43 . 3公斤。他的赃款
赃物主要存放在呼和哈特和北京两
处房子里。北京房子是他向一位朋
友租借的。

河北省外经贸厅原副厅长李友
灿非法索取和收受财物共计4744万
余元。李友灿在一处不显眼的地段
买了栋别墅，专门用来藏钱。他还专
门向下属机关索取了一辆高尔夫轿
车当做运钞车，最多时分成16个行
李箱，用这辆“运钞车”拉了三趟。

屋外藏鱼塘粪坑女厕

藏鱼塘 重庆原司法局长文强
将2000万赃款码得整整齐齐，用油
纸包得结结实实，藏入自家别墅楼
顶的鱼塘下。

藏粪坑 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
徐其耀把钱经层层塑料纸包装后藏
在树洞内、灰堆内、稻田里、屋顶的
瓦下，有的甚至藏在粪坑里。

藏女厕 淮海工学院后勤服务
总公司原总经理张晋陆 ,东张西望
很久确定没有人之后，偷偷钻进办
公室对面女厕所，将存折放入排气
扇里。

藏地下 秦皇岛市煤炭检验中
心原主任李小林将1500多万元公款
埋于卢龙县老家一处废弃平房院子
的地下。

藏仓库 深圳市民政局原局长
黄亦辉把千万元巨款和存折藏在一
处清洁工存放工具的仓库里，连看
门人都不知道。

屋内藏鱼肚枕头煤气罐

贪官在家中藏钱的地方大致有
四类。一是身上，二是家具里，三是
各种夹层、管道中，四是随处摆放。

藏密码箱 海南文昌市委原书
记谢明中将2500余万元现金藏在19

个密码箱。
藏枕头 海南省万宁市原副市

长林礼深被查纯属意外。他的夫人
李某在家中被害，警察查案时意外
发现枕头里藏有大量存单、存折，共
计百万元。又在垃圾桶底层发现一
个布袋，装着整整10万元。

藏纸箱 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
原局长晏大彬案发纯系偶然：楼下
住户发现楼上水管爆了，物业在楼
上卫生间发现8个密封着的矿泉水
纸箱，装的全是百元大钞，总计939

万元。
藏鱼肚 天津塘沽区原副区长

姚建华被举报后，检察机关从他家
鱼的肚子里、纱门、废旧纸盒的夹层
及用水泥封闭的烟道里，查获了大
量的金饰品、人民币、美元和存单，
总价值30万余元。

藏皮带 贵州省长顺县原政协
副主席、计划局局长胡方瑜的被查
更是意外。他将巨额存单藏于特制
的皮带内，小偷在他熟睡时从窗外
将他的裤子挑走。搜走现金后，将裤
子扔在县医院后门外。两个小学生
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公安局，民警检
查发现，裤子皮带的夹层里藏有4张
大额存单，总金额约42万元。

藏煤气罐 江西省赣州市公路
局原局长李国蔚用心良苦，他请人
精心制作了一个煤气罐专门用来藏
赃款。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个用于藏
钱的煤气罐还能正常使用。

据新华网、新京报、大河报、东
南早报

在很多人看来，涉案金额
高达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巨贪
肯定都是位高权重的大官，殊
不知，近些年来，官位不及“七
品芝麻官”大的科级、股级干部
频现大盗之举。“小官巨腐”作
为一个新的反腐热门问题逐渐
进入民众视野，中央第二巡视
组在7月向北京反馈巡视情况
时就指出，北京乡村干部腐败
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
重，征地拆迁问题较多，10月30
日，中央第二巡视组公布了江
苏、河北、上海三地的反馈巡视
情况，小官巨腐、权色交易、官
商勾结，是巡视期间上述地区
干部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

乡干部受贿9000余万

2014年7月16日，北京市纪
委部署了“严肃查处农村基层
党员干部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
行为”专项行动，剑指少数农村
基层党员干部目无法纪、肆意
妄为的贪腐问题。据了解，各级
纪检监察部门正在对56名乡村
干部违纪违法问题进行查处。
其中包括：朝阳区孙河乡原党
委书记纪海义受贿9000余万
元、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
会计陈万寿挪用资金1 . 19亿

元、延庆县旧县镇农村经济经
营管理中心原主任袁学勤挪用
公款2400万元。

“土地奶奶”敛财1亿多

2011年11月9日，经最高
人民法院核准并下达死刑执
行命令，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

“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
恶劣”，被媒体称为“土地奶
奶”的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
局顺城分局原局长、女贪官罗
亚平，在沈阳市被执行死刑。
这个正科级女官员，利用黄金
地段土地征用和审批权疯狂
敛财1亿多元。

小股长鲸吞9400万

2012年2月，国家级贫困县
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
股股长李华波伙同他人，逃避
财政部门划拨专项资金审批手
续，鲸吞9400万元基本建设专
户资金。之后李华波潜逃境外。
据专案组介绍说，李华波等人
的部分犯罪事实初步查清，关
键证据确凿，涉案所有账号已
被冻结，已查明其中5466万元
的去向，追缴和查封扣押财物
共计1380万元。

科股级干部频现“大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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