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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纪委通报危房改造领域侵害群众利益腐败典型问题

骗骗取取危危房房改改造造资资金金，，44村村官官被被开开除除党党籍籍

齐齐鲁鲁晚晚报报公公益益律律师师团团帮帮您您维维权权
全天候接听本报读者电话咨询，用最专业的法律知识提供诉讼指导

■行政诉讼专题·第十七期

陈旭峰律师，法学硕士，
山东鲁泉律师事务所主任，
从事律师工作十几年。擅长
办理行政诉讼，土地征收，征
用以及民商合同、建筑房地
产、金融等法律事务。先后担
任《齐鲁晚报》律师团首席律
师、山东卫视《道德与法制》
特邀顾问、山东广播电台《有
理走天下》案件评析律师。
2007年被共青团济南市委、
济南司法局，济南青年联合
会，济南市律师协会评选为
第三届“泉城十佳(优秀)青年
律师”。

建建筑筑规规划划方方案案不不具具有有可可诉诉性性
2012年4月20日，青州市政府

批准了《青州市海岱路A地块建
筑规划方案》。2014年7月2日，王发
祥以青州市规划局为被告提起行
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青州市海
岱路A地块建筑规划方案》。2015
年1月30日，青州市人民法院作出
(2014)青法行初字第123号行政裁
定书，认定王发祥的起诉已超过
二年起诉期限，裁定驳回了王发
祥的起诉。王发祥不服，提起上
诉。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
年5月4日作出(2015)潍行终字第81
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了王发祥的
上诉。后王发祥出具诉状以青州
市政府为被告，提起了本案诉讼。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认为：2014年7月2日，王发祥
以青州市规划局为被告，提起了
请求撤销《青州市海岱路A地块
建筑规划方案》的行政诉讼，生效
的人民法院(2014)青法行初字第
123号、(2015)潍行终字第81号行政
裁定书，以王发祥的起诉已超过
二年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了
王发祥的起诉。现王发祥再次出
具诉状以青州市政府为被告，针
对《青州市海岱路A地块建筑规
划方案》提起的撤销之诉，属于重
复诉讼，其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
条件，依法应驳回其起诉。依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
定，裁定驳回王发祥的起诉。

律师解读：
本案被诉建筑规划方案系对

青州市海岱路A地块预期建设的
一项整体性行政计划，付诸实施
尚需通过针对具体建设项目依法
核发的相关建设规划许可。如利
害关系人认为因行政规划行为违
法导致相邻建筑侵害其通风、采
光等权利，可针对建设规划许可
行为提起诉讼，建筑规划方案尚
不具备对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产
生实际影响的成熟性，故对当事
人而言，该方案不具备可诉性。咨询热线：13361013118

本报聊城10月10日讯(记者
张跃峰) 为进一步严明纪

律，警示教育广大党员干部遵
规守纪，10月10日，市纪委对近
期查处的4起危房改造领域侵
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
典型问题发出通报。

临清市老赵庄镇红庙周村
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
周运昌骗取危房改造资金问
题。2012年，周运昌任职期间，
利用职务便利，骗取危房改造
资金1 . 2万元。临清市纪委给予
周运昌开除党籍处分，并收缴
违纪所得。

东昌府区斗虎屯镇翟庄村
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
任化树骗取危房改造资金问
题。2012年，任化树任职期间，
利用职务便利，骗取危房改造
资金1 . 2万元。斗虎屯镇党委给
予任化树开除党籍处分，并收

缴违纪所得。
阳谷县阎楼镇郑杜村党支

部原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君召
骗取危房改造资金问题。2012
年，郑君召任职期间，利用职务
便利，骗取危房改造资金1 . 2万
元。阎楼镇党委将上述违纪问
题与郑君召其他违纪问题合并
处理，给予郑君召开除党籍处
分，并收缴违纪所得。

东阿县鱼山镇西城村党支
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殷际
强骗取危房改造资金问题。
2012年至2013年，殷际强任职
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骗取危房
改造资金2 . 4万元。鱼山镇党委
给予殷际强开除党籍处分，并
收缴违纪所得，且司法机关已
依法作出判决。

上述4起危房改造领域侵
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
典型问题，使扶贫济困惠民资金

卡在了“最后一公里”，严重侵害
群众切身利益，损害党和政府形
象。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中汲取教
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全市各
级党组织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把整治和查处扶
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
为重要政治任务，把压力传导到
乡村、责任压实到基层。全市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特别是县、乡两
级纪委要严格履行监督责任，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扶贫领域
监督执纪问责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把严肃查处扶贫领域的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当前的重
要任务，挺纪在前、精准监督、多
管齐下、持续发力。要严格落实

“一案双查”，对责任落实不力
导致扶贫领域损害群众利益不
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突出的，坚
决问责，以强有力的问责倒逼
责任落实。

市纪委“警钟长鸣”栏目发布案例剖析

高高唐唐一一村村官官帮帮亲亲属属骗骗取取危危房房改改造造款款
本报聊城10月10日讯(记者

张跃峰) 在脱贫攻坚战中，
作为最接近贫困群众的村干部
本应秉公办事，凭一颗公心把
脱贫攻坚工作做实做细，确保
每一分“造血钱”、“救命钱”都
真正用到贫困群众身上，但高
唐县固河镇某村党支部原书
记、村委会原主任王某某，这位
有着35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危
房改造工作中没能闯过“亲情
关”栽了跟头。

2017年5月，高唐县纪委接
到群众举报，反映高唐县固河
镇某村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
原主任王某某在申报危房改造
工作中，优亲厚友，帮助亲属骗
取危房改造款。高唐县纪委立
即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

王某某在村支部书记的岗
位上已经干了30多年。他一直
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是大家公
认的无私奉献，带领群众致富
的“老黄牛”。2014年，王某某负
责协助镇政府从事危房改造申

报工作。3月的一天，王某某弟
弟找到了他，问能不能帮他把
其宅子也申报成危房改造房。

“不行，你户口不在本村，也不
在本村住，不符合政策。”王某
某当场回绝了第弟。原来，王某
某在村里有处老宅子，因长期
没人住，处于荒废状态，后来王
某某就把这处宅子转卖给了他
的弟弟。王某某的弟弟并未在
村内居住，而是在邻村做生意，
户口也迁出了本村，按照规定，
是不符合危房改造政策的。最
初王某某还能坚持原则，没有
答应弟弟的“请求”。

“反正，别人也不知道你把
宅子卖给我了，不如用我嫂子
的名字申请危房改造款吧。”面
对弟弟一次次的软磨硬泡，王
某某的思想开始动摇，他想：我
多年为工作付出，平时不贪不
占，对家人照顾也比较少，这次
沾点国家的光，应该也不算大
错。带着侥幸心理，王某某自筑
多年的心墙在“亲情”面前彻底

崩塌……他以妻子的名义申报
了危房改造资金，并私自填写
申请危房改造评议记录，最终
领取了危房改造款1 . 2万元，用
于其弟的房屋翻盖建设。

本以为做的天衣无缝的王
某某没想到，其所作所为被群
众发现并举报到了高唐县纪
委。王某某对自己的错误供认
不讳。

纪律面前不看年纪大小，
不论功劳多少，不管问题轻重，
只要触碰到了“底线”，就要依
纪依规进行严肃处理。作为一
名有着35年党龄的村党支部书
记，王某某在亲情的绑架、利益
的诱惑之下，没能坚守原则，逾
越了亲情往来的界线，走上违
纪道路，思想根源还是纪律意
识不强，权力观念跑偏。

优亲厚友、顶风违纪，王某
某最终晚节不保、得不偿失。
2017年6月，高唐县纪委给予王
某某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涉案
款1 . 2万元依纪予以收缴。

本报聊城10月10日讯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李猛) 10月9日下午4时许，
冠县交警大队事故科民警
戴震外出排查案件过程中，
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行驶
轨迹可疑，遂依法将该车拦
停进行排查，一打开车门，
一股酒气扑面而来。经初步
检查，民警发现该驾驶员崔
某神色惊慌，面带酒色，戴
警官立即意识到事态严重，
这名驾驶员可能涉嫌酒驾，
遂将其带到冠县大队事故
科作进一步调查，经呼气酒
精检测，崔某血液中酒精含
量为73毫克/100毫升，涉嫌
酒后驾驶机动车。

经进一步调查得知，崔
某系冠县桑阿镇某幼儿园
校车驾驶员，中午与外出打
工回乡的朋友聚会，一时高
兴喝了几杯，吃完饭一看，
马上到了学生放学时间，遂
揣上校车钥匙驾驶车辆前
往幼儿园去开校车接送学
生，如果不是民警的警惕性
高将其查获，他很可能会酿
成一起酒后驾驶校车交通
事故，着实让民警替崔某捏
了一把汗。经民警教育，崔
某意识到了自己酒后驾车
的严重性，后悔不已。办案
民警遂将这一情况通报至
相关部门，目前此案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怀怀揣揣钥钥匙匙去去开开校校车车

酒酒驾驾司司机机半半路路被被查查

本报聊城10月10日讯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李猛) 10月6日18时许，聊
城冠县发生一起交通肇事
致人死亡案件，奇怪的是，
肇事一方两名拖拉机驾驶
人双双被刑拘，原来，该县
桑阿镇人马某喜是一名拖
拉机驾驶人，6日下午驾驶
拖拉机拉了一车严重超载
的货物，没成想动力不足跑
不动，马某喜遂动起了歪脑
筋，喊来同乡人马某遵驾驶
无牌拖拉机头帮他在前牵
引，双头拖拉机顺利将严重
超载的货物拖上了路。谁知

“乐极生悲”，双头拖拉机行
驶至该县桑阿镇郭家村街

里时，将一名驾驶电动三轮
车的老人撞出数米后当场
死亡。

接警后，该县交通事故
处理部门迅速展开调查，双
驾驶人交通肇事案件在该
县事故处理工作中尚属首
次，经过缜密调查和依法研
判，民警认为，该案中马某
遵驾驶的无牌拖拉机头和
马某喜驾驶的拖拉机均提
供动力，属于违法牵引车
辆，并且严重超载，马某遵、
马某喜二人共同负事故的
全部责任，因此两人共同涉
嫌交通肇事罪，均被冠县警
方刑事拘留，现该案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双双头头””拖拖拉拉机机肇肇事事

两两司司机机双双双双被被刑刑拘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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