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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意到，通报的220起案件中，有
至少10起是因酒“惹祸”。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国税局税源管
理分局局长武志江因工作人员中午饮酒，
被追究主要领导责任，2014年3月给予党
内警告处分。江苏连云港市灌南县新安
镇卫生院院长孙家坤等人午间饮酒，席间
孙家坤喝了一杯白酒三瓶啤酒，经灌南县
卫生局党委研究，给予孙家坤行政记过处
分，给予县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赵海建行
政警告处分。

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安监局副局长
商先勇也因违反规定工作日午间饮酒，被

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环保局副局长

蔡会广、广饶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崔凯、东
营市垦利县垦利街道办事处西宋社区服
务中心副主任孙继春、东营市利津县凤凰
街道办事处办事员郭俊峰、垦利县垦利街
道办事处聘用人员刘福信、刘建军等均因
工作日午间饮酒被处分。

因此问题受处理的还包括河南濮阳
县梁庄信用社原主任李振国和洛阳市吉
利区政府办副主任商钢锋。

相对以上案件，山东济南市卫生局副
局长张继勇和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政协
副主席、市中区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刘友
文喝酒后因驾车而触犯法律，已被追究刑
事责任。

中纪委通报查处的22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
今天上午，中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了各地纪

检监察机关从2014年4月8日至11日查处的220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其中北京市
5起，天津市5起，山西省19起，内蒙古自治区1
起，吉林省9起，黑龙江省40起，江苏省9起，浙江
省2起，安徽省5起，福建省2起，江西省5起，山
东省20起，河南省10起，湖北省12起，湖南省15
起，广西壮族自治区1起，四川省9起，贵州省20
起，陕西省2起，甘肃省13起，青海省3起，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6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起。记者
盘点被通报的220起案件发现，滥发财物、上班玩
游戏购物、对群众办事无耐心、工作期间饮酒等
四方面仍是治理违反八项规定的重灾区。

滥发财物公款吃喝仍较突出

●新乡市民族宗教局公款旅游问题。
新乡市民族宗教局以培训为名，通过旅行社
组织市、县民族宗教局干部和分管民族宗教
工作党政干部，共计 56 人分三批赴西藏和
湖南张家界参观，参观项目除少数宗教场所
外，其余多为旅游线路和景点。根据查明事
实，新乡市纪委分别给予市宗教局局长苏锡
林、副局长王继红、纪检组长朱命才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给予副局长李如意党内警告处
分；给予副局长平军伟行政警告处分。

●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办事处公款吃
喝问题。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办事处主任
陈增林、党政办主任师刘伟等人多次用公款
在高档豪华酒店宴请。根据查明事实，郑州
市纪委给予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东亮党内
警告处分；给予办事处主任陈增林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对参与公款消费的办事处党政办
主任师刘伟等其他人员进行诫勉谈话；责令
陈增林、师刘伟等人承担全部费用。

●渑池县审计局原党组书记高专军等人
赌博问题。2013 年 4 月 10 日下午工作时间，
高专军与县发改委副主任曾辉，县广电传媒
中心党组成员韩清，县工商局张村工商所所
长姚光平等在一茶社赌博。县产业集聚区管
委会主任王春林、县国土局土地收购储备中
心副主任科员赵红权在旁观看赌博。公安机
关当场缴获赌资 61300 元。经渑池县纪委监
察局研究并报县委同意，给予高专军撤销党
内职务处分，给予曾辉、韩清撤销党内职务、
行政撤职处分，给予姚光平、王春林、赵红权
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平顶山市卫东区农林水利局科员卢
海龙违反工作纪律问题。卫东区纪委监察
局对各单位工作纪律、工作作风、履行职责
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该区农林水利局科员卢
海龙无请假手续、经常脱岗。该局给予卢海
龙行政警告处分，收缴不正常上班期间违规
领取的工资 4216 元。

●濮阳县梁庄信用社原主任李振国午
间饮酒问题。濮阳县纪委监察局暗访组发
现，梁庄信用社主任李振国工作日午间违规
饮酒。濮阳县信用联社给予李振国党内警
告处分并免去梁庄信用社主任职务。

●洛阳市吉利区政府办副主任商钢锋
午间饮酒问题。吉利区政府办副主任兼督
查室主任商钢锋在吉利区某酒店工作日午
间饮酒，违反了工作日和执行公务期间禁止
饮酒的相关规定。吉利区纪委给予商钢锋
党内警告处分。

●鹤壁市山城区区委办副主任汪洋公
车私用问题。中秋节假期，山城区区委办公
室副主任汪洋，违规驾驶单位公车，构成公
车私用，造成不良影响。山城区纪委给予汪
洋党内警告处分。

●南阳市宛城区商务局党委书记赵廷
灿违规饮酒并参加娱乐活动问题。2013 年
9 月 2 日中午，宛城区商务局执法大队中队
长邓勇工作日午间宴请局党委书记赵廷灿，
下午工作时间又到 KTV 唱歌。宛城区纪委
分别给予赵廷灿、邓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襄城县王洛镇政府违规公款接待问
题。2013 年 10 月 24 日，网络曝光“王洛镇
政府三年打 70 万白条，饭店老板挂横幅讨
债”问题。经查，2007 年至 2013 年 2 月，王
洛镇政府累计赊欠耿伟杰红烧猪蹄店餐费
70.05 万元。特别是 2011 年 11 月许昌市推
行“公务灶”制度后，王洛镇政府仍然在该
饭店进行公务接待 265 次共计 15.06 万元。
根据查明事实，许昌市纪委监察局给予王
洛镇原党委书记闫遂凌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襄城县纪委监察局给予王洛镇党委书
记韩军红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建议县委免
去其王洛镇党委书记职务；分别给予王洛
镇镇长刘会川、原镇长韩克亮行政记大过
处分；给予王洛镇原纪委书记马东杰党内
警告处分；给予王洛镇原副科级组织员罗
国军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王洛镇财税
所所长耿战生行政记过处分。

●郑州市二七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违规发放购物卡和现金问题。郑州市二
七区人社局局长办公会集体研究，违规向全
体人员发放购物卡和现金 6.44 万元。郑州
市二七区纪委给予对这一问题负直接责任
的郑州市二七区人社局局长、党组书记陈卫
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责成收回违规发放的购
物卡和现金共计 6.44 万元。（据新华社）

记者梳理发现，在220件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中，滥发财物、公车
私用等问题仍比较突出。

天津市纪委通报的5起案件中，有4
起是违规发放款物典型案件。南开区市
容和园林管理委员会滥发奖金、市公安
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总队公款旅游滥发
实物，红桥区文化馆公款购买发放月饼、
蓟县东施古镇中心校发放购物卡。

违规发放购物卡在这次通报的案件
中也并不鲜见。天津市蓟县东施古镇中
心校发放购物卡，给予东施古镇中心校
校长刘勤党内警告处分，追缴发放的超
市购物卡；福建省福清市人口和计划生
育局违规使用公款购发购物卡开支经费
13500元；郑州市二七区人事劳动和社会
保障局违规发放购物卡和现金共计6.44
万元；新疆油田公司明园职工医院从医
疗协调专项费用中支出8万元购买40张
购物卡；新疆西山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刘生铭收受购物卡、礼品。

通报的 220 起典型案例中，有甘肃
省临潭县宗教局驻政务大厅干部张
静、县老龄委干部李春芳违反工作纪
律问题。其中，张静在上班期间打游
戏，李春芳上网点击淘宝网。

2014 年 1 月 22 日，湖北省黄石市
铁山区劳动就业管理局魏志刚在办公
室玩电脑“蜘蛛纸牌”游戏，铁山区劳
动就业管理局给予魏志刚行政警告处
分。2014 年 1 月 21 日，该市黄石港区
财政局何秀生使用办公电脑浏览彩票
网站。黄石港区监察局给予何秀生行
政警告处分。

上班时间，因上网玩游戏被通报
处分的还有湖南省株洲市攸县菜花坪
镇陈国勇、易新茂、刘冬谋、杨祝秋等
4 名工作人员，他们在宿舍楼从午休开
始玩牌至下午 3 点。攸县纪委给予陈
国勇、易新茂、刘冬谋、杨祝秋党内警
告处分。

2014 年 2 月 16 日，株洲市森林公
安局局长夏世明补休时间在办公室玩
电脑游戏，暗访视频当晚在湖南都市

频道《都市一时间》节目中播出，造成
了较坏的社会影响。市林业局党组责
成夏世明向局党组作出书面检查。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石井铺乡人
大主席王作宇、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
水务局工会副科级干部杨正平上班时
间打游戏，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另外，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佑君
镇部分领导干部违反工作纪律，在工
作时间、工作场所参与打扑克牌、打麻
将，镇党委书记熊斌，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杨寅，镇武装部长、副镇长殷崇
宏，副镇长赵强，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并被免职；镇纪委副书记罗朝
红，镇组织委员陈月辉，镇计生办主任
王学林，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被
免职；镇工作人员李跃武受到行政记
过处分。

贵州省六盘水市商务粮食局职工
李寿军、贵阳市白云供电局职工王娟
和徐海波、贵阳市云岩区普陀社区安
监站职工李翠 4 人也因打麻将被处
分。李寿军于上班时间与其他人员在
钟山区某酒店打麻将，在调查人员现
场取证时抗拒调查。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在 220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典型案件中，4 起引起记者注意，河北
沧州市、安徽和县、四川都江堰市、吉
林白城市等政府工作人员因对前来
办事的群众没有耐心或出现拖延现
象而被点名通报。

通报称，沧州市河间市新农合管理
中心工作人员邹宽茹，对前来办理业
务的群众没有耐心、态度简单粗暴，给
予其行政记过处分。安徽省和县乌江
镇工作人员长时间拖延办理服务对象
申请低保，马鞍山市纪委给予对此负
有领导责任的乌江镇党委书记、人大主
席唐成钢党内警告处分。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社保医
保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
违反工作纪律上班时间玩手机、上
网等，市社保局副局长胡建、市社保
局企业基金征集科科长曾健、市医
保局医疗费用审核科科长钟涛、城
乡养老待遇审核科科长潘莉萍、退
休人员管理科科长青梅，分别受到
党内警告处分；市社保局个体征集
科科长杨术录、市医保局医疗费用
审核科工作人员何麒，分别受到行
政记过处分。

吉林省白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党工委委员毛凤森处理群众
反映问题时，作风粗暴，违反工作纪
律，经白城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给予毛凤森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我省通报的典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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