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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央视推出“拍蝇惩贪”篇，剖析数个“小官巨腐”——

小村官掏空村集体 1.5 亿元
宿州捐资助学款成
“招待费”

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经理马超群，被调查时家中搜出 1.2 亿现金、68
套房产、37 公斤黄金；西安市一社区的居委会主任于凡利用社区拆迁改造项目为自己
牟利，单笔受贿就达 5000 万，涉案总金额高达 1.2 亿元；北京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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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中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推出
“拍蝇惩贪”，剖析了一个个“小官巨腐”、
“苍蝇式腐败”案件，提醒着人们基层腐败问题
的严重性。其实“小官巨腐”只是基层腐败的一种类型，还有些苍蝇式腐败案件虽涉案
金额不大，但它们的恶劣影响，却不能仅仅用金额的多少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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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官掏空村集体,淮北富裕村一下变穷

安徽淮北烈山村的友谊二矿如今已
经关闭停产,十多年前它曾经非常红火，
当时烈山村是淮北首屈一指的富裕村。
当年的矿长刘大伟也因此成了村里的实
权人物，并一步步成为村委委员、村党委
副书记、村党委书记。2014 年 5 月，安徽
省委第五巡视组进驻淮北，烈山村数百名
群众闻讯而来举报刘大伟的贪腐问题。
目前查出刘大伟连同其亲属和有关
公职人员共计 19 人涉嫌犯罪。经调查从
1996 年至 2014 年，刘大伟伙同亲属及有
关公职人员，将烈山村的集体资产用各种
手段或侵吞或挪用，涉案金额超过 1.5 亿
元。落网时，
村集体的钱已经被掏空了。
调查发现，刘大伟从十多年前就开始
精心布局掏空村集体资产，并做好了各种
准备企图逃避查处。
淮北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科科长
介绍说，刘大伟大概有二三十家公司，相
互之间进行转账和资金之间的交叉，其复
杂程度和难度是他从事公安工作以来第
一次见到。十多年来，刘大伟持续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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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福利办原主任：挪用福利救助金炒股

山 东 泰 安 市 宁 阳 县 的 小 静 今 年 12
岁，她的父亲去世，母亲失明，母女俩每月
靠 160 元低保金和 600 元儿童福利救助
金生活。但是还有人打这 600 元儿童福
利救助金的主意，2013 年小静有 9 个月总
共 5400 元的儿童福利救助金被当地民政
局福利办原主任张士龙私自截留。
张士龙交代说，他当时因为炒股票大
起大落，一天可以跌得一分钱没有，还剩
不到一万块钱，为从股市上补回一点损
失，截留了这笔资金。2013 年，宁阳县有
20 多个符合救助条件的孩子通过了审批，
可以得到每月 600 元儿童福利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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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集体资产，烈山村内部的监督实际上
完全被架空。虽然烈山村也按制度设置
有“村民理财小组”，监督村里的三资管
理，但实际上，不论是村民理财小组成员，
还是各村办企业的财会人员，都是刘大伟
安排的亲属和亲信。
苗思侠是刘大伟小孩的舅妈，刘大伟
在出逃之前，还指使她把村集体和企业的
账本全部烧毁。多年来村集体资产实际
被刘大伟个人把持，集体企业经营情况如
何、有多少集体资产，从不向村民公开。
村民们对此并非没有疑问，但对于敢质疑
他的人，刘大伟就予以蛮横打压，甚至于
动用黑恶势力殴打。
刘大伟如此横行霸道，为什么上级部
门不管不问？村民们都认为刘大伟“上面
有人”，调查结果证实了村民们的猜想。
烈山区原区委书记刘亚、原区委副书记陈
振江、原常务副区长董海波、烈山镇党委
原书记任启飞等人都与刘大伟关系密切，
存在包庇袒护、收受贿赂的情节。如原区
委副书记陈振江就收受贿赂 20 万元。

张士龙利用职务便利把前 9 个月的钱私
自取走后才把救助卡交给这些家庭，对他
们谎称救助金是从 10 月才开始发放的。
20 多个孩子 1 到 9 月的救助金共 15.74 万
元，被他用来炒股以及日常消费。这些孩
子要么是孤儿，要么是父母有严重残疾，
都是极度贫困的家庭。
5400 元看起来不多，对孤儿却不是
一个小数目。有人偶然查看了救助卡的
历史交易记录，产生了怀疑并举报，宁阳
县纪委迅速查清了张士龙的违纪问题，并
做出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最终张士
龙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宿州市:6000 元助学款成“招待费”

去年 12 月，安徽省通报了一起案件，
从普通党员干部直到厅级干部被处理的
人员达 20 人，案件源于一家企业到宿州
市宋庙小学举行捐资助学活动。该企业
给 30 名贫困学生每人捐助 1200 元，但宋
庙村村支书和宋庙小学校长却自作主张，
决定让受助的贫困生每人拿出 200 块钱，
招待来捐助的企业工作人员吃饭。
捐助仪式当天中午，这顿饭一共去了
86 人，除了捐助企业人员和受助学生，还
有校领导、教职工、村两委成员、镇中心校
工 作 人 员、镇 党 委 宣 传 委 员 ，饭 费 一 共
2756 元。虽然平均到每人只有 33 块钱，
标准并不高，但进行不必要的吃请，还把
费用摊派给贫困生，是严重违反群众纪律

和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
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一个当地记
者，记者随即进行采访。学校感到紧张，
把这一情况向埇桥区教体局做了汇报。
局长朱勇马上让教体局纪委书记杜玉侯
去公关媒体，一顿不该吃的饭，又引出另
一顿不该吃的饭。杜玉侯辗转托关系找
到了这名记者所属的《市场星报》宿州记
者站负责人，设宴邀请。这顿饭钱是镇中
心校出的，花费 900 多元。
《市场星报》宿
州记者站站长接受宴请之后，和杜玉侯达
成了一个交易，记者站站长承诺不让报道
见报，而杜玉侯则授意区中心校和他签订
了 1 万元的广告合同。纸包不住火，这件
事最终在《安徽商报》见报了。据央视等

中老铁路年内将全线开工
全部土建工程合同昨日签约完毕
据新华社万象电 中老铁路项目第二阶
段招标合同签约仪式 24 日下午在老挝首都
万象举行。至此，该项目已完成全部土建工
程合同签约。
签约仪式上，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与中国
中铁、中国电建所属中标单位签署了第二阶
段土建工程施工合同，与天津新亚太工程建
设监理有限公司等 3 家单位签署了施工监
理合同，与中铁西南科学研究院等 3 家单位
签署了第三方检测合同。中老铁路项目第
一阶段招标合同已于 2015 年 12 月签署。
至此，中老铁路项目施工、监理、第三方检测
招投标工作已全部完成。
中老铁路北起两国边境磨憨-磨丁口
岸，南至万象，全长 418 公里，其中 60%以上
路段为桥梁和隧道，设计时速 160 公里，全
线 31 个车站，预计今年年内全线开工，建设
期 5 年，总投资近 400 亿元人民币，由中老
双方按 70%和 30%的股比合资建设。这条
铁路是第一个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共同运
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项
目，
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

中老铁路与泛亚铁路区位图

想谋求连任总统?
朴槿惠力推修宪
韩国总统朴槿惠 24 日宣布，将成立专
门机构负责拟定修宪案，力争在自己任期
内修改宪法中有关限制总统任期的规定。
韩国 1987 年通过修改后的现行宪法，
规定总统任期 5 年，不得连任。这一规定被
认为有利于终结当时有关军政府统治的历
史遗留问题，对韩国逐渐过渡到民选政府
治理产生积极作用。
朴槿惠当天在国会就 2017 年度预算案
发表讲话，提及有关总统任期的修宪想法。
她说，现行宪法规定的总统 5 年单一任期制
已完成历史使命，如今已不合时宜，成为韩
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她举例称，
这一将总统任期限制在一届
的规定导致韩国无法从长远角度完成一贯
的、可持续的政策目标，而政界往往陷入极
端对抗状态。比如，
总统选举结束后的第二
天，
政界就会出现针对下一届总统选举的斗
争格局，党争和对立呈现常态化趋势，争权
比民生更受重视。
“现行宪法下的单一 5 年制总统任期已
经施行近 30 年，”朴槿惠说，
“它可能适合过
去的民主化阶段，但现在已经成为‘不再合
身的衣服’。”朴槿惠还呼吁国会成立修宪
特别委员会，听取民众意见，并讨论修宪范
围和内容。
韩联社报道，朴槿惠这一表态令外界

颇感意外。她先前曾反对就修改总
统任期有关宪法规定展开任何全面
讨论，理由是政府应集中精力处理
更为紧迫的经济和安全议题。
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公
司 6 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大约
70%的韩国民众认为应修改现行宪
法；40%的民众认为，韩国应该允许
一届任期 4 年，
可连任一次。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消息人士
称，朴槿惠上月中秋节假期结束后
下令推进修宪准备工作。如有必
要，朴槿惠会以总统名义提议修宪，
但考虑到达成国民共识的重要性，
现阶段还没有确定具体修改方案。
根据韩国法律，修宪案可由总统或
国会提议，须得到国会三分之二议
员支持才能获得通过，并在全民公
投中获得接受方可施行。
尽管要求修改宪法的民意呼声
强烈，但韩国国内对于如何修宪尚
没有相对一致的意见。一些人希望
通过修宪允许总统连任一届，以保
证中长期政策的稳定贯彻，另一些
人则对总统权力过于集中存在异
议，认为应通过修宪建立议会制，削
弱总统权限。
新华社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