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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从河北省纪
委获悉，经河北省委批准，衡水市
副市长张凤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保定市
人民防空办公室原主任李铁柱、保
定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原副调研员
国惠仙因受贿等问题，被开除党籍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目前两人已被
检察机关依法批捕。

在衡水市副市长张凤国接
受组织调查之前，衡水市政协主
席王宝军，衡水市公安局党委副
书记、调研员李建民，因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另据保定市纪委通报，保定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原主任李铁
柱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开除党
籍，涉嫌犯罪问题已移交司法机
关处理；保定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原副调研员国惠仙因滥用职权，
收受贿赂，被开除党籍，涉嫌犯
罪问题已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记者了解到，保定市人民防
空系统目前已有包括李铁柱、国
惠仙在内的20人被立案查办，成
为保定市近 20 年来最大一起渎
职贪贿系列案。

据新华社电 根据河北省纪
委监察厅官方网站 12 月 24 日发
布的消息，石家庄市住房保障和
房产管理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
长，石家庄市房地产业协会会长
白彦德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
接受组织调查。

此前，石家庄市已有多名官
员涉嫌违纪违法被调查或处理，
其中包括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俊英，石家
庄市民政局局长李文昌，石家庄
市正定新区管委会主任吕军，石
家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
副书记、副主任兼能源办公室主
任张彦春（正处级），石家庄日报
社原党委书记、社长王贵海等。

反腐
档案

衡水副市长张凤国被查
保定人防系统两人被捕

石家庄房管局
原副局长白彦德被查

12月24日，最高检举行新闻发
布会，通报了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查询
工作情况。数据显示，自 2012年全
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实现全国
联网至今年 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
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434万次，今
年以来的月均查询数更是达到17.8
万次。2012年至今年10月，有关部
门和业主单位对经查询有行贿犯罪
记录的单位 2090 家和个人 2426 人
进行了处置。

2012 年 2 月 16 日，检察机关行
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全国联网开
通，全国行贿犯罪档案联网查询平
台正式运行。它的基本功能是惩戒
行贿者、遏制行贿犯罪、引导廉洁、
诚信和营造守法、守信、廉洁经营。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方式主要
有单位查询、自查和批量查询。从
统计数据来看，绝大多数查询来自
单位，共有 188万余次，占查询总量
的 95.9%。”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
副厅长高云涛说。（据《北京晚报》）

行贿犯罪档案
月查询量超17万次

12 月 24 日上午，中央纪委副书记、纪律检
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副组长陈文清接受在线
访谈时表示，中纪委将通过新设、调整等方式，
实现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机构全覆盖。

7派驻机构监督50多个部门
“中央和国家机关是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

中枢，权力集中、地位重要，更应该加强监督。
过去中央纪委主要是向中央国家机关派驻纪
检组，没有向党的工作部门派驻，也没有向人
大机关、政协机关派驻。这次改革，要通过新
设、调整等方式，实现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
派驻机构全覆盖。”陈文清说。

据介绍，中央决定，近期先在中央办公厅、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
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机关等7家中

央和国家机关新设中央纪委派驻机构，积极探
索实现全面派驻的有效途径。通过这7家派驻
机构，监督50多个部门和单位。这是实现派驻
机构全覆盖的重要一步。

关于派驻机构的编制配备，陈文清说，上
一次中央纪委内设机构改革，没有增加机构编
制和领导职数。但是这次派驻机构改革与上
次内设机构改革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
它不是简单的存量调整，而是要扩大派驻范
围，改革后派驻监督覆盖的部门和单位将增加
近两倍，一个机构、一个人都不增加也不太现
实。

拟修法强化派驻机构监督
陈文清介绍，中央纪委负责加强派驻机构

建设工作，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并会同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财政部等部门，
加强对派驻机构建设工作的组织协调。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要自觉接受派驻
机构监督并坚守责任担当，既要敢于监督、善
于监督，又要接受监督，确保加强派驻机构建
设工作取得实效。”陈文清说，中央要求，按照
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
衔接的精神，适应加强派驻机构建设的新的要
求，做好有关党内法规和《行政监察法》等法律
法规的修订工作。

陈文清表示，这次改革对派驻机构职能进
行了重新定位。派驻机构由中央纪委直接领
导、统一管理，依据党章规定，围绕监督执纪问
责，履行党的纪律检查职能，监督的重点对象
是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中管干部和司局级干
部。 （据《法制晚报》）

中纪委将实现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机构全覆盖

派驻机构主查司局级案件

受贿财物九成源于“二线职务”
从1993年起，周建华先后担任南昌市西湖区委

书记、东湖区委书记，南昌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
长、政法委书记，新余市委副书记、新余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等职务，其中不乏手握人、财、物大权的地方
要职。

经法院审理查明，周建华先后95次收受贿赂，共
非法收受或索取他人人民币1006.3114万元、美元
1.2万元、港币15万元、金条3根（各重50克）以及价
值人民币23.58万元的财物。其中，受贿财物中的
90％发生在2008年至案发时任职新余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期间，仅新余市某矿业公司实际控制人付某一
人所送贿赂款就达770万元。

“到人大工作后，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
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二线职务，权力不大，工作不多，
养养身体，享受生活。2009年后的三年，是我认识新
余个体老板最多的三年，也是我私欲熏心的三年。”
周建华在自我检查中这样写道，“刚开始的交往，个
体老板是有目的的、主动的，我是被动的，后来关系
密切后，双方的交往目的性趋向一致，都是为了牟
利，帮忙办事变成了利益上的合作办事。”

据办案人员介绍，周建华为他人谋取利益，往往
采取“打招呼”的方式，通过这一方式，他在干部提拔、
工作调动、工程承揽、酒店建设、矿山纠纷、诉讼案件
等方面频频“出手”。

对于这一做法，在庭审过程中，周建华的辩护律
师提出了不同观点。“打招呼就说明那些单位与周建
华没有隶属、制约的关系，就不能说周建华利用职务
便利。”其辩护律师认为，法庭应对此进行甄别，对那
些周建华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也没有为他人谋取不
正当利益的指控，依法不予支持。

公诉人则认为，收受他人贿赂后再“打招呼”帮
忙，恰恰是周建华实现权力变现的隐性手段，本质上
还是权钱交易，如果没有职务上的权力支撑，“打招
呼”也就失去了意义。

以“任免权”、“拉赞助”敛财
办案人员透露，周建华善于将手中的权力或影

响力“运用”到极致，从而达到变现的目标，其敛财手
段主要有：

一是“以茶会友”敛财。周建华因嗜好喝茶，被
人称作“茶主任”，被组织调查后，办案人员在他办公
室清点出393块普洱茶茶饼，这些茶饼中，贵的几万
元，便宜的也价值近千元。“以茶会友”成为周建华编
织关系网乃至权钱交易的重要方式。

周建华在悔过书中写道：“在品茶中，我对他们
提出的帮忙事情，会很随意当即打电话、打招呼，对
他们有求必应，他们会以各种理由为我送红包礼金，
数额逐年增多，有的10多万元。”“喝茶成为我广交朋
友的一条重要纽带，也成为套在我脖子上的一根绳
索。”

二是以“任免权”敛财。为了索贿受贿，周建华
对一些他认为不送礼、不“听话”、不与之套近乎但又
需经人大任免的领导干部，在任免环节上使“绊子”，
不上会、不研究，导致有的领导干部为尽快通过人大
任命而向周建华送钱送物。

对人大任命的干部，周建华则要求其提供“回
报”。据调查，周建华的儿子在私营企业老板杨某投
资建设的金玉满堂酒店项目中入有干股，周建华还
以人大招商引资项目为名，要求市政府某组成部门
负责人为该项目开“绿灯”。这位负责人在明知该项
目未取得规划和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未进行制止
和行政处罚，该项目于2011年10月建成营业，其本
人因未履职受到了纪律处分。

至案发时，周建华利用人大任免权力，先后收受
新余市直单位共10多人的礼金、财物。

三是以“拉赞助”敛财。为满足自己“享受”生活
的花销，周建华利用新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职权，
巧立名目向新余市50多个单位要来赞助款360多万
元。为方便自己开支，这些赞助款项中的132.3万元
被以人大接待处、仁德茶庄、仁德生态农庄、人大企
业家联谊会等名义，存入可由周建华随意使用并有
专人保管的“小金库”中。

“周建华对金钱的贪婪近乎疯狂。”办案人员透
露，新余市某矿业公司实际控制人付某每次送钱都不
少于100万元。有一次，付某用大纸箱装了200万元
现金送给周建华，他连一句客气话都没说就收下了。

临退官员如何堕入

利用权力或影响力，“以茶会友”、以“任免权”、“拉赞助”敛财
江西新余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建华受贿千万元二审被判无期

“影子腐败”？

临近退休，频频利用自己的权力或影响力为他人“打招呼”
谋取利益，大肆受贿千万元。12月24日，江西省新余市人大常委
会原主任周建华被江西省高院二审以受贿罪改判无期徒刑。

据办案人员透露，在已查实的受贿财物中，90％是在周建华
自嘲为“二线职务”的新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任上收受的。有关
专家和办案人员认为，周建华案警示：少数临退官员利用官场人
脉滋生的“影子腐败”不容忽视，必须采取制度手段予以防范惩
治，把权力和“影响力”一起关进“笼子”。

让“影子腐败”无处遁形
有社会学者指出，少数调

整到人大、政协等被一些人认
为是“二线岗位”的临退官员，
往往自律意识弱化，享乐思想
滋生，甚至产生利用多年积累
的影响力在临退之前“捞一把”
的不良心态，亟待引起有关部
门重视。

“人大常委会主任不掌握公
共资源、资金、项目和政策，在一
些小事情上，出个面，打声招呼，
也不是什么大事，犯不了什么大
错。”正是抱着这一想法，周建华
最终跌进犯罪的深渊。

办案人员认为，像周建华一
样，少数临退官员即使不再掌握
实权，但凭着官场多年积累的人
脉关系，也能做下一些“实权官
员”不敢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
其腐败破坏力不容小觑。

针对这一现象，江西省犯
罪学会常务理事颜三忠分析认
为，热衷于“潜规则”、习惯于

“找关系”的不良风气，为“影子
腐败”提供了土壤。周建华浸
淫官场多年，熟知权力运作，且
有深厚人脉，这使其既有的“影
响力”有了“变现”的可能。应
进一步完善党风廉政建设法规
制度体系，堵塞监督体系漏洞，
让“影子腐败”无处遁形。

“惩治是最好的预防，也是
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江西省
纪委负责人认为，要切实加强对
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一方面
要加强对党政一把手权力的监
督和制约，另一方面要强化对自
认退居“二线”领导干部的监
督。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