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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中秋临近，
为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防

“四风”反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日前
开通了公款送月饼等“四风”问题举报
窗，并将每周通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
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

这是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继今年“五
一”前后开设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
之后，再次恢复周周通报，旨在强化监督
执纪问责工作，发挥警示和震慑作用。

“四风”问题举报窗设置四个栏目：

一是举报“四风”，欢迎大家就公款送月
饼节礼等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监
督举报；二是每周通报，对各地区各部

门查处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案件，每周
点名道姓公开曝光；三是每月e题互动
专栏，请大家揭露遇到的、见到的“四

风”问题，同时提出治理建议；四是网友
发现，发布网友在微博、微信等晒出的
公款赠送节礼的种种现象。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同时公布了今
年8月4日至10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
处的154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四风”问题举报窗

公款送月饼等将点名道姓曝光

新华社武汉8月11日专电（记者
梁建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纪检监察部门11日通报，该州来凤县
一名年轻干部日前参加完公务接待饮
酒后猝死，目前9名涉事干部已被问
责，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党纪政纪处
分，其中多人被免职。

据通报，今年7月14日下午，恩施
州地税局财务装备科副科长向阳、行政
管理科副主任科员丁勇林，根据州地税
局统一安排，到来凤县地税局开展内部
食堂管理及“三公经费”管理专项检查；
当晚，二人与县局7名陪同人员在该局
内部食堂就餐，饮用了2斤左右白酒；
而后来凤县地税局年轻干部肖某因呕
吐物堵塞窒息死亡。

据通报，事发后，州地税局党组会
同当地纪委根据调查结果，按照干部管
理权限和有关党纪政纪规定，区别不同

涉事人员所负责任，对8名干部依纪依
规予以严肃处理。其中，对向阳给予党
内严重警告、撤销行政职务处分；对丁
勇林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来凤县
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安冰给予撤销党
内职务、撤销行政职务处分；对来凤县
地税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侯海丽给予
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对来凤县地税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杨时俊给予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及行政免职处理；对来凤县地税
局办公室主任王瑨、办公室副主任符迎
红、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卢文宣给予党内
警告处分。

恩施州纪委常委会近日研究决定，
给予在来凤地税干部陪餐饮酒窒息身
亡事件中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构成失职
错误的州地税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清
党内警告处分。至此，共有9名干部因
此事件被问责。

9名涉事干部被问责新华社郑州8月11日电（记者王
烁）8月11日，河南省纪委连续公布3
名官员被查消息，其中包括一名现职
市级人大常委会主任。

中共河南省纪委、河南省监察厅官
方网站11日中午发布消息，河南省濮阳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雷凌霄，郑煤集团党
委常委、郑煤电总经理祁亮山，以及河南
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蔡聚雨均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河南3名厅官被查

新华社哈尔滨8月11日电 日前，
黑龙江省纪委对黑龙江省农垦齐齐哈
尔管理局原局长杜增杰严重违纪问题
进行了立案调查。经查，杜增杰在担
任省农垦红兴隆管理局副局长、齐齐
哈尔管理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

杜增杰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
违法，并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调查
处理中。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等有关规定，经黑龙江省纪委审议并
报黑龙江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杜增杰开
除党籍处分；由黑龙江省监察厅报请黑
龙江省政府批准给予其行政开除处分。

黑龙江省农垦
齐齐哈尔管理局原局长

杜增杰被开除党籍

新华社哈尔滨 8月 11 日电 日
前，黑龙江省纪委对黑龙江省农委原党
组成员，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原
党委书记、院长，省农机局原局长李国
军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

经查，李国军在担任省农机局局
长、省农委党组成员、省农业机械工
程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期间，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
受巨额贿赂。

李国军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
纪违法，并涉嫌犯罪。依据《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黑龙
江省纪委审议并报黑龙江省委批准，
决定给予李国军开除党籍处分；由黑
龙江省监察厅报请黑龙江省政府批准
给予其行政开除处分；将其涉嫌犯罪
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黑龙江省农机局原局长

李国军被开除党籍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国务院
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支持铁路建设实
施土地综合开发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要求按照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
加快推进铁路建设的要求，实施铁路用
地及站场毗邻区域土地综合开发利用
政策，支持铁路建设，促进新型城镇化
发展。

《意见》要求，在支持铁路建设实施
土地综合开发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支持

铁路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政府引
导与市场自主开发相结合、盘活存量铁
路用地与综合开发新老站场用地相结
合的原则。

《意见》明确了四个方面的政策措
施。一是支持盘活现有铁路用地，推动
土地综合开发。在盘活现有铁路用地
的过程中，应当科学编制既有铁路站场
及周边地区改建规划，给予既有铁路站
场综合开发用地政策支持，促进铁路运

输企业盘活各类现有土地资源，鼓励提
高铁路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二是鼓励新建铁路站场实施土地
综合开发。在新建铁路建设项目时，支
持新建铁路站场与土地综合开发项目
统一联建。要合理确定土地综合开发
的边界和规模，明确站场建设和土地综
合开发的规划要求，采用市场化方式供
应综合开发用地。

三是完善土地综合开发的配套政

策。要求统筹土地综合开发相关规划
管理，落实综合开发用地指标支持政
策，完善综合开发用地的供应模式和相
关工程建设标准规范。

四是加强土地综合开发的监管和
协调。实行备案管理制度，供应与新建
铁路站场统一联建的综合开发用地前，
市、县国土资源部门应向国土资源部备
案。相关市、县国土资源部门应与取得
综合开发用地的主体签订土地综合开

发利用协议，明确约定铁路站场、线路
工程应先于土地综合开发项目建设，切
实加强建设管理。

《意见》强调，实施铁路用地及站场
毗邻区域土地综合开发利用，是加快铁
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铁路建设的重要
举措，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和节约集
约用地的有力抓手，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要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在严格管理
的前提下，积极稳妥予以推进。

国办印发《关于支持铁路建设实施土地综合开发的意见》

铁路建设必须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

8月10日，朝阳市喀左县白塔子镇白塔子村
的农民在绝收的玉米地里。

当日，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干旱预警，
启动Ⅳ级抗旱应急响应。目前正值玉米灌浆期，
作物受旱直接影响产量，导致大连及辽西部分地
区玉米作物减产。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新华社长春8月11日电（记者王猛、李双溪）
记者11日从吉林省气象局获悉，作为全国重要商
品粮基地，目前吉林省多个产粮大县干旱严重，其
中长岭、农安、公主岭等10个产粮大县降水量创
1951年以来最少，部分地块甚至绝收。

吉林省气象台台长杨雪艳表示，7月1日至
今，全省平均降水量为113.1毫米，较常年同期少
48％，居历史同期少雨第2位。吉林省政府的数
据显示，目前全省旱田受旱面积达629万亩，其中
白城、松原、四平等粮食主产区处于中度和重度干
旱。预计未来10天，全省平均降水量为10毫米
左右，比常年同期42.4毫米明显偏少，干旱面积
将进一步扩大，干旱程度继续加重。

在农安县，7月至今当地缺少有效降水，致使一
些区域旱情严重。记者看到，在该县杨树林、三盛玉
等旱情严重的乡镇，田间很多玉米秆已枯黄至三分
之二处，有的甚至枯死。杨树林乡牛尾巴山村部分
玉米秆高度仅1米多，全村玉米田多数基本绝收。

受人工灌溉成本等因素影响，当地一些种粮大
户甚至选择了“放弃”。伏龙泉镇东棒柴村农民刘树
军今年种植10公顷玉米。入夏以来旱情严重，有些
地块由于灌不上水，玉米穗都没有长出来。“旱情持
续严重下去，今年至少要减产一半以上。”他说。

杨雪艳表示，由于预计8月中旬降水明显偏
少，干旱面积将进一步扩大，干旱程度将继续加
重。吉林多位农民表示，“现在迫切需要政府能给
解决水管等抗旱物资问题，最好能再给打些抗旱
井解决水源，将损失减到最低。”

吉林干旱少雨
部分地块绝收
降水量创1951年以来极值

辽宁启动干旱Ⅳ级预警

8月10日，游客在库木塔格沙漠风景区游玩。
立秋过后，新疆吐鲁番盆地依然“高烧”不退，有

“城中沙漠”之称的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
旅游热度不减，冒着高温前来沙漠游玩的游客络绎
不绝。据库木塔格沙漠风景区管理人员介绍，入秋
以来沙漠风景区日均游客接待量已超过夏季，周末
的日均游客接待量超3000人次。 新华社发

兰州市青白石街道一处工地架设“加湿器”降
低工程扬尘（2013年6月5日摄）。

为推介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有效做法，环境
保护部近日组织京津冀及周边地区10余个城市
政府及环保部门主要负责人，赴兰州市参加大气
污染治理座谈会，进行现场调研，学习“兰州经
验”。 新华社记者 聂建江 摄

大气污染治理
环保部推介“兰州经验”安徽民警朱璘陪领导“交流学习”期间醉酒摔死事

件持续发酵。8月10日，黄山市认定，这是一起严重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造成不良后果的违规违纪事件，
有关善后事宜现责成当地严肃处理。

在“八项规定”和地方多重禁令下，公务员“陪酒
醉死”不时发生，这样的新闻显得刺目。地税职员、
民警、镇干部……盘点“陪酒猝死”案例，大多发生在
接待领导的酒桌上，喝酒的主力军，往往就是这些

“陪酒”的普通干部。
2014年7月14日晚，湖北恩施州来凤县地税局

一名年轻干部，因陪调研的州局领导喝酒过量而猝
然身亡，事后通报称事发单位食堂；同年4月，广西
来宾一副镇长上任首日在食堂喝“接风酒”死亡；
2013年，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因私公款消
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

耐人寻味的是，一些地方在处理干部醉酒死
亡事件中，涉事单位往往会凸显“人文关怀”，给
予死者家属相当的抚恤金，补助动辄几十万甚至
百万元，称系“因公”牺牲、追认“烈士”、立功等，
引发公众愕然。难怪网友说这“酒烈士”比“真烈
士”值钱多了。

“酒后补偿”并非个例。广东粤西地区一位
政法干部说，基层工作酒风浓厚，干部醉酒上医
院打吊针司空见惯，其中有些人要在医院待个两
三天才能“活”过来。这期间，医疗等费用均由单
位“承包”。

一位县政府接待办的干部说，在基层，喝酒也是
一项“重要工作”。真碰上意外喝伤、喝死了，地方都
会千方百计给提高补偿，这也算是一种“人文关怀”。

““酒烈士酒烈士””
比比““真烈士真烈士””值钱值钱？？

“摔死”、“呕吐窒息”、“引发心脏病死”……这是公职人员近年来因过量陪喝酒，所导致的各种猝死悲
剧。最新曝光的案例发生在安徽祁门县，当地公安民警朱璘陪领导“交流学习”期间醉酒摔死。这些葬身
酒坛的公职人员，一些还获得类似“烈士”“因公牺牲”或立功等待遇。

在中央多项“禁酒令”之下，这种“人文关怀”的善后，到底是遏制乱喝酒，还是在助推“喝酒风”？

“酒烈士”：
“人文关怀”还是“助长酒疯”？

——透视官员“陪酒猝死”背后的潜规则

湖北来凤县年轻干部陪酒猝死事件追踪报道

酒桌办事、“圈子”提拔、“心瘾”难戒……“酒烈士”
现象背后，是“酒规则”的根深蒂固。

安徽一位乡镇基层干部说，尽管每次醉酒让人很
痛苦，但单位领导和同事反而会高看你。“酒品如人品”

“酒量是能力”……更可怕的是，一些领导以酒桌表现
衡量、考察干部，更是助长酒风。

本来醉酒猝死是件不光彩的事，可如今，干部“醉
酒而亡”往往摇身一变成了“因公”，甚至成了“立功
者”。一些基层干部说：“这实际上是让人放心大胆地
喝，组织上都会替你考虑。”

“很多时候‘醉翁之意不在酒’。”记者采访发现，请
客吃饭在一些干部看来又叫“做局”，成为利益交换的
平台。推杯换盏间可以拉近关系，继而提出正规场合
下“不好说、不能说、不便说”的诉求。

“酒规则”威力有多大？“一上酒桌，往往身不由
己。”西部一位乡镇干部说，很多场合，劝酒的、被劝的
其实都不愿多喝，但又怕被误认为“不够尊重”对方。
而所谓“尊重”，长期以来形成的标准，竟然是客人、主
人一方或两方醉倒。

“接待力就是生产力”——一些基层干部表示，跑
项目、要资金大多靠吃饭喝酒，饭局甚至成为衡量干部
地位和能力的重要标志。天天有饭局，说明这个干部
能量大、关系广，如果没有饭局，往往被贴上“不合群”
的标签。

“至少一斤的酒量、干得好可以转为公务员、女
性、身高一米六二以上……”这是粤西某县在一场跨
省招聘时提出的要求。“‘酒规则’横行，说白了是官
场‘潜规则’当道。”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
李景平认为。

接待力接待力
就是生产力就是生产力？？

如果不是意外发生，干部吃喝中的豪饮问题，
依然会披着“工作餐”的外衣，藏匿于单位食堂、

“八小时之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专家
表示，要靠拔“喝出病”的“萝卜”，才能带出吃喝的

“泥”。
面对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的陪酒成风现象，监

督、惩戒力度仍显不足，缺乏具体处罚细则。要打
破“酒桌办事”的局面，要严格追责。

10日，安徽祁门县民警朱璘醉酒摔死事件
中，当地对此事负有直接责任的闪里派出所所长
郑小武等人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处
分，对事件负有责任的领导还将被严肃追责。湖
北来凤县一名年轻干部公务接待饮酒后猝死事
件，相关的9名干部11日已被问责，其中多人被
免职。

2013 年，浙江一位母亲甚至发出了微博
求救信，称她 27 岁的儿子“总是什么局的局
长一起喝让他喝醉”。她为此整天担心，夜不
能寐。

专家认为，面对一些地方“两桌”不良风气
的反弹，应建立事故责任倒查赔偿机制。要禁
绝把乱吃喝“处理进”公务开支。继续推进更加
规范的预决算公开制度。堵住财务报销漏洞，
例如将公务招待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开支
情况等定期公开，接受监督。顶风酗酒，就追
责。整治“酒风”，对广大基层干部来说，是解脱
也是保护。

记者 李建国、凌军辉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专电）

““酒桌办事酒桌办事””
要严格追责要严格追责

据新华社上海8月11日电（记者
朱翃 黄安琪）记者11日从上海市检
察机关获悉，上海友谊（集团）有限公
司原总经理，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原董事长、总经理，上海百联（集团）有
限公司原总裁、上海光明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宗南被逮捕。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王宗南，男，
1955年生，长期在大型国有企业任
职，因涉嫌在友谊（集团）有限公司、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挪
用公款、受贿，于今年7月28日被上
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立案侦查。

上海光明集团原董事长

王宗南被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