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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公开曝光七起
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典型案例

姜全文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

日前，中央纪委公开曝光
7起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
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的典型
案例。这7起典型案例是：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
组副书记、副院长覃文萍因
分管单位和部门多次发生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问题
被问责。2013年8月至2014年
1 1月，覃文萍分管的湖北省
法官进修学院、省法院基建
办先后有4批次2 2人借公务
考察之机公款旅游，覃文萍
在 相 关 人 员 请 示 考 察 事 项
时，没有要求提交考察方案，
且在发生问题后未予纠正，
仍签批同意报销有关费用。
2016年4月，省法院食堂发生
违规同城接待问题，覃文萍
在主持研究整改措施时，同
意将同城接待单据更换为虚
假的非同城接待单据，重新
办理审批手续。此外，覃文萍
分管的民一庭、机关服务中
心等部门存在领导干部违规
收受酒店消费卡、不如实报
告个人有关事项等问题，其
本人还有违规重复享受福利
住房政策的问题。2 0 1 7年 9
月，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等
问题，覃文萍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区
委原书记龙小艾等人因村级
换届选举贿选问题被问责。
2017年5月，赤坎区北桥街道
文 章 村 村 委 会 换 届 选 举 期
间，以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为首的两方人员分别
通过宴请、赠送礼品和现金
等方式，有组织地进行拉票
贿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有
关部门按规定宣布本次选举
无效。赤坎区纪委在调查群
众反映的贿选问题时，只查
实部分问题，仅对当事人诫

勉谈话，导致群众越级上访。
赤坎区委、区政府，北桥街道
党工委、办事处和区委组织
部 等 有 关 部 门 工 作 作 风 不
实，形式主义严重，换届前没
有做好风险防控，工作督导
仅停留在选举程序、任务完
成时限等方面，换届后没有
及时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后
也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导
致问题进一步恶化。2018年1
月，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龙
小艾和区委副书记、区长骆
华庆被诫勉谈话；区纪委书
记黄龙、副书记韩荣因接受
被 核 查 对 象 宴 请 并 收 受 财
物，以及履行监督责任不力
等问题，均受到撤销党内职
务、行政撤职处分，并被调离
纪检监察机关；区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陈江作为区委挂点
文章村换届选举负责人，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
免职、调离组织部门；区委政
法委常务副书记、驻村换届
选举工作组副组长欧毅，区
民政局局长吴帝中均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北桥街道
党工委书记吴小青(同时存在
收受礼品等问题)，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街道办主任、驻村
换届选举工作组组长杜伟初
均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
撤职处分，街道党工委委员、
党政办主任、驻村换届选举
工作组副组长郑建丽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委
常委、惠山经济开发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杨建平，
开发区纪工委书记胡文俊等
人因开发区经济发展局班子
成员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问
责。2017年6月，惠山经济开发
区原经济发展局副局长、环保
分局局长浦燕泳因严重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工作期间
擅自离岗、参与赌博活动，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
利益并收受财物等问题，受到
开除党籍处分并被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本案还涉及开
发区经济发展局和环保分局
其他多名工作人员。分管经济
发展、环保等工作的开发区管
委会副主任沈伟良在听到浦
燕泳经常不在岗、沉迷打麻将
及介绍企业做环保业务等情
况的反映后，没有深入了解和
纠正。经济发展局局长辛浩军
对浦燕泳及其他多名工作人
员缺乏有效管理和监督，致使
违纪违法问题多发。胡文俊在
多次听到浦燕泳与管理和服
务对象有不正当往来问题的
反映后，仅对其提醒谈话，未
采取进一步措施调查核实。
2017年8月、9月，因落实主体
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主持开
发区日常工作的杨建平被诫
勉谈话，沈伟良、辛浩军、胡文
俊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泮
境乡党委原书记李英荣，纪
委原书记钟东荣因该乡损害
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多发被问责。2017年3月
以来，泮境乡先后有14名乡、
村干部因违纪违法问题被查
处，包括时任乡长在内的2名
班子成员和1 2名下辖村“两
委”干部，涉及骗取侵吞建设
资金、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挥霍浪费村集体资金等
问题。其中，泮境乡乌石村

“两委”班子6名成员因多次
骗取、私分美丽乡村建设等
资金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泮境乡党委、纪委疏于对干
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未能
及时发现和查处违纪违法行
为，造成不良影响。2017年9

月，因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
责任不力，李英荣、钟东荣分
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财
政局党组原书记殷永强，纪检
组原组长卢玲因未严格落实
违纪党员纪律处分被问责。
2014年12月，襄城县湛北乡财
税所原副所长孔某某因滥用
职权犯罪被依法判处免予刑
事处罚。襄城县纪委给予孔某
某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县财政
局虽然撤销其湛北乡财税所
副所长职务，但仍由孔某某负
责该所日常工作，直至2017年
12月被巡视发现，造成不良影
响。2018年1月，因落实主体责
任和监督责任不力，殷永强、
卢玲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
教育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葛宝
林，纪检组组长达求因县教育
局违规选人用人等问题被问
责。2013年至2017年，曲麻莱
县教育局违规选拔任用全县
各级中小学校中层领导干部
及幼儿园园长19人次，均未按
照工作程序向县政府请示，也
未按照组织程序对拟提任干
部进行考察和公示；违规调整
教职工工作岗位28人次，均未
办理相关手续；全县各级学校
有7名教职工长期占编不在
岗，影响恶劣。2017年12月，因
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
力，葛宝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达求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

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关
公镇党委书记殷初扬、纪委原
书记董大力因对信访举报调
查处理不力被问责。2016年12
月，恩阳区纪委将群众反映关
公镇添花山村党支部书记黎
某某违纪问题的信访举报转
该镇纪委调查。调查发现，黎

某某等人存在骗取粮食直补
款、擅自出售村集体办公用
房，以及违规操办子女升学宴
等违纪问题。2017年1月，董大
力向殷初扬口头汇报调查情
况时，本应提出立案审查的建
议，却以黎某某已不再作为该
村党支部书记换届提名人选
等为由，建议镇党委作信访了
结。殷初扬不仅未责成镇纪委
立案审查，反而同意了结处
理，导致举报人多次举报，造
成不良影响。此前，董大力在
对黎某某有关问题进行函询
时，将举报材料摘录复印交给
黎某某，造成举报人身份和举
报内容间接泄露。2017年11
月，因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不力，殷初扬受到党内警告
处分，董大力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并被免去纪委书记职
务。

以上7起问责案例，暴露
出当前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
仍然存在管党治党责任虚化、
表态多落实差、压力传导不到
位等问题，说明全面从严治党
依然任重道远，必须持之以
恒、毫不动摇。各级党委 (党
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
央纪委二次全会部署，深刻把
握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
党的重要经验，坚持行使权力
和担当责任相统一，真正把落
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
本的政治担当，紧紧咬住“责
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
害，扭住党委(党组)主体责任、
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这
个“牛鼻子”，强化班子成员履
行“一岗双责”的政治自觉，形
成强大合力，推动管党治党责
任全面覆盖、层层传导。

“七一”前夕，区委
常 委 、区 纪 委 书 记 、区
监委主任姜全文来到环
山街道孙家西山村，看
望生活困难党员刘卫兵
和老党员刘进英，向他
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
福，并送去慰问金。

6 月 2 7 日上午，
姜全文来到生活困难党
员刘卫兵家中，关切地
询问身体情况、家庭状
况。在了解到刘卫兵患
有多种疾病，家庭生活
条件困难后，姜全文叮
嘱他要保重身体，鼓励

他树立信心，相信在党
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
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随后，姜全文来到
老党员刘进英家中，与
老人一起唠家常。9 3岁
高 龄 的 刘 进 英 身 体 硬
朗，已有 7 1 年的党龄。
姜全文说，老党员是我
们党的宝贵财富，为党
的 事 业 作 出 了 突 出 贡
献。相关部门一定要照
顾好老党员，关心日常
生 活 ，解 决 实 际 困 难 ，
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幸福
安康。

姜全文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

文登：“百课四进”推动廉政宣教全覆盖
今年以来，文登区纪委

监委以深入推进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和监察法出
台为契机，积极打造“廉洁
文登·昆嵛清风”大讲堂品
牌，成立了以室(部)主任、
派驻和巡察机构负责人为
主的25人宣教团队，根据受
众不同撰写了12篇讲课稿，
开展廉政宣教“百课四进”
活动，努力实现廉政宣教全
覆盖。

在授课过程中，“百课
四进”宣教团注重“贴地气”
进农村。以农村新一届“两
委”干部为重点，结合党纪

知识和身边案例，聚焦“能
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为
700多个村居(社区)党员、
干部上好“廉政第一课”。

注重“扬亲清”进企业。
围绕重点项目，关键岗位帮
助企业把好廉洁关、算清廉
洁账，实现廉政防线共筑共
建，把职务违法犯罪风险降
至最低。

注重“强责任”进部门。
以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两个
责任”清单制度落实为重
点，聚焦“履责如何做，失责
有何害”进行廉政宣讲，实
现懂责任、抓责任、强责任

层层推进。
注重“正行风”进单位。

重点聚焦教育、医疗、交通、
银行等廉政风险高发行业，
以案说纪，以情明法，强化
干部职工依纪依法履职的
自觉性，纠陈规陋习，正行
业风气。

截至目前，已经举办讲
座48场，覆盖16个镇街、23
个部门、4家企业、700余个
村居(社区)，9000余名党员
干部、公职人员和企业职工
现场接受教育。

6月以来，为了强化党
风廉政、预防职务犯罪教育

的“全天候”覆盖和“无盲
区”延伸，文登区纪委监委
创新廉政宣教新模式，利用
下班后或节假日的时间，开
办“八小时外”微课堂，将廉
政宣教搬到户外，走进社
区，来到党员群众中间，让
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下班
后也有接受廉政教育的场
所，用“接地气”的方式为社
区党员和群众带来廉政讲
座。

“八小时外”微课堂开
展以来，共走进9个居民小
区，授课12场，吸引530多名
社区党员、居民到场聆听。

【漫话廉典】
与文天祥

来一场跨时空的会面！
画/丛亮滋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过零丁洋》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正气歌》
说到文天祥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
他的《正气歌》千古流传，
其一生所秉持的浩然正气以及忠孝廉

节精神，
为后人敬仰，历代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把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
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
中外历史教训的。

因此，广大党员干部从传统文化中汲
取“廉政营养”，是培养政德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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