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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又有有1144““军军虎虎””入入笼笼，，88人人涉涉犯犯罪罪
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在列

山东建省管企业

领导廉洁档案
作为任免考核重要依据

本报济南3月2日讯（记者
高扩） 2日，记者从省纪委网站
获悉，近期，省国资委党委出台
了《省管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
档案管理暂行办法》，并按照“一
人一档”整理、建档，实行集中统
一管理。

廉洁从业档案建档对象包括
省委管理领导班子和省国资委党
委管理领导班子的企业班子成
员。省国资委纪委负责省管企业
领导班子成员的廉洁从业档案管
理工作；省管企业纪委负责本企
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档案信息的
收集、更新、报送等工作。

廉洁从业档案内容主要包
括：领导人员基本情况、个人有
关事项报告情况、房产情况、配
偶和子女从业及投资（含国〈境〉
外）情况、本人及近亲属操办婚
丧喜庆事宜情况、离任审计或任
中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情况、廉洁
谈话及函询情况、受党纪政纪处
分和责任追究情况、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情况及述职述廉
情况等内容。文件明确规定，每
年1月31日前集中报告一次上一
年度的有关情况；本人及近亲属
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廉洁谈话及
函询、受党纪政纪处分和责任追
究等情况在事后及时填报，因特
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告的，特殊原
因消除后及时补报，并说明原
因；新任领导人员在就任后30日
内及时填报；领导人员辞去职务
的，在提出辞职申请时，应当一
并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本报记者 宋立山

正月还没出十五，高层反腐
又“放大招”，这次主角是军队。2
日，中国军网报道称，军队权威
部门对外公布了近期查处军级
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情况信息，其
中涉及14人，这是50天来军队公
布的第二批“老虎”名单。

50天时间集中公布

30名“军老虎”

1月15日，共计16人的军级
以上干部重大贪腐案件情况对
外公开，这次行动被外界誉为

“史无前例”。仅仅在时隔50天之
后，军中打虎又“放大招”，14名
军级以上干部落马。与上次公布
的16名“老虎”不同，此次公开的
14名高级军官此前鲜有公开。

首批“军老虎”公布时，除解
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刘铮、兰
州军区原副政委范长秘、第二炮
兵部队原副政委于大清、黑龙江
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代新等4人是
首次披露外，其他高级军官落马
的消息均属二次集中公布。

而此次公布的“军老虎”中，
除国防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段天
杰、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副部长
刘洪杰外，其他高级军官中，尽
管曾有个别军官落马小道消息
盛传，但少有见于权威报道。

军事院校近期

至少已有5高官落马

记者注意到，此次公布的14
名军老虎中，多达8人涉嫌犯罪，
包括第二炮兵副政委张东水、总
参谋部管理保障部副部长刘洪
杰、海军北海舰队副参谋长程
杰、广州军区联勤部原副部长陈
剑锋、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
任陈红岩、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
部长王声、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
正钢、湖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兰
伟杰等。其中，兰伟杰更是被通
报，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罪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罪，2015年1月已被广州军区军
事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14名军老虎覆盖面非常之
广泛，四总部（总参谋部）、七大
军区（成都军区、沈阳军区、广州
军区、北京军区）、四大军种（二
炮、海军）、省军区（山西、湖北、
浙江）、军事院校（国防大学、军
事科学院）均有高级军官落马。

从查处情况来看，军队反腐
对军事院校也一视同仁，加上此
次公布的国防大学政治部副主
任段天杰和军事科学院科研指
导部原部长黄星，近期已经有至
少5名军事院校高级军官落马。

郭正钢、张东水等

刚上台阶又跌倒

此次落马的高级军官中，有
多人不久前刚刚“更上一层楼”，
可惜好景不长。比如此次颇受关
注的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
被查之前的几年，仕途连上台
阶，2013年4月25日，在全国军队
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上，郭正钢首次以浙江省军区
政治部主任身份发表讲话，2015
年1月，又以浙江省军区副政委
身份亮相。2015年1月14日，浙江
省军区党委十一届九次全体（扩
大）会议时，郭正钢已佩戴少将
军衔出席。

再如二炮副政委张东水，根据
2015年1月3日报道，二炮原政治部
主任唐国庆、二炮某基地原政委张
东水分别接替于大清和杨立顺，任
二炮副政委。巧合的是，于大清是
今年1月15日首批被通报落马的军
老虎之一，也就是说，连续两任二
炮副政委均有人被查。

此外，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
主任陈红岩去年夏天刚刚晋升少
将军衔，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部长
王声跻身少将之列亦不足三年。

资料显示，朱和平1958年
生于江西宜春，曾任济南军区
作战参谋、总参作战部参谋等
职，2005年晋升为少将。

2007年，朱和平调任成
都军区，2009年擢任重庆警
备区司令员。

成都军区联勤部原部长
朱和平

沈阳军区联勤部原部长
王爱国

资料显示，王爱国长期
在沈阳军区联勤部工作，
2007年晋升少将。

2014年6月30日被开除
党籍的中央军委原副主席
徐才厚是辽宁瓦房店人，曾
长期在沈阳军区服役多年。

黄献军是北京军区近
来 落 马 的 又 一 名 高 级 将
领，与黄献军在山西省军
区共事的山西省军区原司
令员方文平，于去年5月份
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山西省军区政治部原主任
黄献军

段天杰长期在军队政
工文宣系统工作，曾任北京
军区政治部《战友报》社长。
2012年6月升任国防大学基
本系政委，晋升为副军职少
将，后调任国防大学政治部
副主任至今。

国防大学政治部副主任
段天杰

2003年6月，苑世军任湖
北省军区司令员，3年后当选
为中共湖北省第九届委员
会委员、常委。

据《湖北日报》消息，
2010年7月，苑世军不再担任
湖北省委常委。

湖北省军区原司令员
苑世军

新华网甘肃频道显示，
黄星曾担任解放军军事科
学院科研指导部部长、部党
委书记，军事科学院党委常
委，正军职，少将，研究员，

“联合战役学”博士研究生
导师。

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
原部长黄星

在14名被查的军队“老
虎”中，张东水是唯一一位
副大军区级将领。

2014年冬季解放军高级
将领例行调整中，原任二炮
某基地政委的张东水少将
获擢升，担任二炮副政委。

二炮副政委
张东水

据此前报道，2月13日上
午，北京市人大常务委员会
召开了第十七次会议，会议
通报了刘洪杰案情况。

刘洪杰，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其贿
赂，拟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总参管理保障部副部长
刘洪杰

北海舰队成立于1 9 6 0

年，为海军三大舰队之一。
据中国海军网报道，2014

年的除夕之夜，时任东海舰队
某水警区司令员程杰参与了
某新型护卫舰首舰的首次执
行战备巡航任务。

海军北海舰队副参谋长
程杰

据报道，时任广州军区
联勤部副部长的陈剑锋于
2010年升任少将。

此前，陈剑锋曾任海南
省军区后勤部部长。

此外，陈剑锋曾任第一
届海南省人大代表。

广州军区联勤部原副部长
陈剑锋

2014年“八一”建军节之
前，空军晋升26位将军。陈红
岩在此次晋升中升任空军
少将。

公开资料显示，陈红岩
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
科技文职干部局局长一职。

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
副主任陈红岩

2012年，王声首次以广
州军区空军后勤部部长身
份出现在公开报道中。

担任广州军区空军后
勤部部长的王声曾在一会
议上强调压缩行政消耗性
开支的重要性。

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部长
王声

公开资料
显示，郭正钢，1970

年1月出生，汉族，
陕西礼泉人。此
前，郭曾担任浙江
舟山市委常委、警
备区政委，浙江省
军区政治部副主
任等职。

据报道，1月
1 4日，郭正钢佩
戴少将军衔出席
某会议。

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

兰伟杰于
两年前卸任湖北
省军区副司令员
一职。此前，兰伟
杰曾任总后勤部
基建营房部工程
管理局局长。

2001年，谷俊
山起任总后勤部
基建营房部副部
长，直至2012年2

月。兰伟杰曾长期
是谷俊山下属。

湖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
兰伟杰

14名“入笼老虎”名单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规范涉刑诉案财物

与案件无关财物

三日内退还

据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
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
见》，要求坚持公正与效率相统
一、改革创新与于法有据相统
一、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与适应
司法办案需要相统一的原则，健
全处置涉案财物的程序、制度和
机制。

涉案财物处置涉及不同的
诉讼领域、不同的执法司法环
节，情况较为复杂，政策性、操作
性要求都很高。《意见》区分情
况，重在明确政策或者政策取
向，为中央政法单位和有关部门
制定实施办法提供依据。

针对存在的问题，《意见》要
求进一步规范涉案财物查封、扣
押、冻结程序：严禁在立案之前
查封、扣押、冻结财物；不得查
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财
物；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
应当在三日内予以解除、退还；
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应当
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所扶
养的亲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
和物品，减少对涉案单位正常办
公、生产、经营等活动的影响。

《意见》强调，建立办案部门
与保管部门、办案人员与保管人员
相互制约制度；探索建立跨部门的
地方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
完善涉案财物审前返还程序；完善
涉案财物先行处置程序；健全境外
追逃追赃工作体制机制；政法机关
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机制；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
全机关应当对涉案财物处置工作
进行相互监督；还明确要求健全责
任追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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