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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中央纪委公开曝光八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有干部在内部食堂公款吃喝
日前，中央纪委对8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
开曝光。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说，有的干部变换手法，把餐桌摆到
内部食堂当幌子，掩盖公款吃喝的事实。
一、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机关事务管
理局局长武晋斌违规接受公款宴请问题。
2016年8月6日晚，武晋斌与家属、朋友一行
6人因私出行，违规接受固原市机关事务管
理局领导公款宴请，共计消费2480元。2017
年3月8日中午，武晋斌一行5人因公出差返
回途中， 违规接受固原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领导公款宴请，共计消费2666元。武晋斌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退赔相关费用，其
他责任人受到相应处理。
二、河南省气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赵
国强接受超标准公务接待问题。 2017年3月
16日， 赵国强等人到洛阳市气象局调研，当
晚接受该单位超标准接待， 共计消费5332
元，人均消费761.7元，其中违规饮用3瓶高档
白酒共计3930元。 当天，赵国强等4人入住洛
阳市某酒店，4人当晚住宿费共超出标准322
元（其中赵国强个人超出标准118元）。 以上
费用均由洛阳市气象局采取拆分单据、伪造
公函、虚列会议费等方式公款报销。 赵国强
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 赵国强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其他责任人受到相应处理。
三、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新吉林街道办
事处党工委书记刘宪峰违规组织公款吃喝问
题。 2017年4月至11月，经刘宪峰同意，新吉
林街道以虚开发票的方式， 套取现金11300
元，用于单位宴请和聚餐。 刘宪峰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其他责任人受到相应处理。
四、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商务局原党
组成员、 区粮食局原副局长戴伟忠接受管
理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问题。 2017年6月，
戴伟忠等人到浙江诸暨、 江苏沭阳公务出
差，戴伟忠携家属同行，其间赴诸暨、南京
等景区旅游， 景点门票和部分餐费1000余
元由随行的管理服务对象支付， 其他旅游
相关费用12825元分别在区粮食局和下属
单位报销。2017年7月，戴伟忠到舟山开会，
携家属同行， 违规要求下属单位租车并安
排驾驶员， 相关费用共计2950元在下属单
位报销。戴伟忠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戴伟
忠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免职处理，并
退赔相关费用。
五、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街街道党
工委原副书记、 办事处原主任易干军违规
组织公款吃喝等问题。 2018年1月14日至2
月7日，易干军在担任常青街街道办事处主
任、某房屋征收指挥部指挥长期间，先后组
织私人朋友和区内其他单位人员在该指挥
部食堂违规宴请、聚餐10次。 用公款赠送礼
品礼金，折合金额共计1万余元。 易干军受
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其他责任
人受到相应处理。
六、湖南省株洲市城发集团原党委副书
记、 董事长廖晖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
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廖晖在担任株洲市
城发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董事长期间，先
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两笔
共8000元、 购物卡3次7张面值共7000元、高
档香烟17条、 高档女包1个， 均未按规定登
记、上交。 廖晖还存在超标准配备、使用办公
用房等问题。 廖晖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违规收受的礼品、礼金、购物卡等被收缴。

七、 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河边镇波思村
党支部书记王清胜借操办其子婚宴违规收受
礼金问题。 2018年2月13日，王清胜为儿子举
办结婚宴，共办宴席29桌，违规收受了波思村
低保户、贫困户、五保户共12户村民所送礼金
共计2200元。在组织调查前，主动退还了违规
收受的礼金。王清胜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八、 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原党
支部书记、 副总经理张莉军组织公款出国旅
游问题。2017年5月至6月，在张莉军主持营业
部工作期间，同意该部组织26名员工分4批赴
斯里兰卡旅游， 并以奖励费的名义公款报销
了10名员工共计25532元的旅游费用，其他人
员旅游费用因组织调查尚未公款报销。 张莉
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记大过政务处分，被
免去现职，其他责任人受到相应处理，并责令
退回公款报销的费用。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上述8起问题
大部分发生在2017年以后， 有的甚至发生在
党的十九大之后。这些问题反映出，在高压态
势下一些地方和单位特别是少数基层单位压
力传导不到位， 仍有少数党员干部纪律和规
矩意识淡薄，心无敬畏、行无规矩，不收敛不
收手。这些问题的查处，释放了对
“四风”问题
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 表明了相关地
方、 单位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持之以恒正
风肃纪的坚决态度。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强调，上述8起问题
中，有的变换手法，把餐桌摆到内部食堂当幌
子，掩盖公款吃喝的事实；有的坦然接受管理
服务对象的宴请、礼金和旅游安排，既违反了
廉洁纪律，又破坏了
“亲”“清”的政商关系；有
的借喜庆事宜收金敛财，甚至向贫困户、低保
户伸手，陈规陋俗屡禁不改；有的组织公款出
国旅游，慷公家之慨；有的单位一把手带头违
纪，带坏了单位风气。这些受到处理的党员干
部，教训极为深刻，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引以为
戒，时刻反躬自省。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当前“四风”
问题反弹回潮的隐患仍不容忽视， 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工作必须久久为
功、毫不松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保持定
力、耐力，一个阶段要盯住一个阶段的突出问
题、把握一个阶段新的特点，持之以恒、善始
善终、涵养成风。 要紧盯“四风”问题，密切关
注其新动向新表现，盯住重要节点、重点领域
和岗位、关键环节，抓具体、补短板、防反弹，
持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将依纪监督和依法
监督相结合，把纠正“四风”工作覆盖所有行
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把压力持续传导至基
层各党组织、各单位。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
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党性修养， 不断提高自
身免疫力，带头履职尽责担当，带头遵规守纪
守法，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成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再次强调， 端午假
期将至，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继续强化监督
检查，对节日期间顶风违纪行为、触碰
“红线”
的人和事，坚持露头就打、快查严办、精准发
力， 对违规违纪问题一律从严处理， 决不手
软、姑息，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新华社记者朱基钗

计划招收学员3.05万名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12日从军委训练
管理部获悉，2018年全军院校招生计划近日
已经下达，26所院校计划招收学员3.05万名。
其中，普通高中毕业生1.2万名、生长军官士
兵学员0.55万名、士官学员1.3万名。
2018年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 按照
因应改革、需求牵引，指挥主导、军种主建，通
用归口、拓展新质的思路，与新的军事人才培
养体系、部队年度岗位需求对接对表，在去年
招生数质量分析的基础上，优化专业布局、性
别比例、分省安排，努力提升人才选拔质量效
益，统筹兼顾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考生需
求。 为适应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要
求、 前瞻考虑服役政策制度改革方向和武警
部队调整改革因素， 招生计划还相应提高全

军高水平院校指技融合或技术类专业青年学
生招生数量， 严格控制传统专业招生数量，扩
大联合作战保障等新型力量相关专业招生规
模。 武警部队适度加大特战、装甲、飞行等紧缺
专业招生比例。
2018年生长军官士兵学员招生计划向作
战部队、基层一线倾斜，适当扩大建制班排士
兵骨干报考比例。
2018年军队院校招收士官学员计划，以军
事斗争准备新需求为牵引， 以各战略方向、任
务部队和新型作战力量为重点，坚持按需培训、
训用一致，严密组织统考录取。 对执行亚丁湾、
索马里海域护航和马里维和任务， 以及参加建
军90周年阅兵和特定专业的考生， 报考条件可
放宽到2014年夏秋季入伍的士官。 黎云 吴旭

公安部发布端午节期间交通安全预警
新华社北京电 公安部12日对今年端午
节期间交通安全形势进行分析研判后发出交
通安全预警提示， 端午节假期我国将迎来出
行高峰，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据研判， 今年端午节期间假期旅游、探
亲等中短途出行增多；高考、中考结束后旅
游需求旺盛； 一些地方将举办大规模庙会、
赛龙舟等活动，农村道路的通行压力和交通
安全风险明显上升；端午节假期恰逢世界杯
足球赛，比赛时间大多集中在夜间和凌晨时
段，酒后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风险显著增
大。 此外，据中央气象台预报，端午节期间，
我国部分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与假期出行

高峰时间叠加，给假期出行交通安全带来较大
不利影响。
公安部提醒广大驾驶人和节日出行群众，
自驾车出行应合理安排好出行时间， 提前规划
并熟悉路线，出行前要认真检查车辆，确保运行
良好；观赛同时牢记交通安全，开车不喝酒、喝
酒不开车； 驾车行经农村道路要注意观察道路
两侧情况；遇急弯陡坡、长下坡等道路，要注意
减速慢行； 乘坐客车出行要到客运站选择正规
营运客车，切勿乘坐私揽客源、无营运资质的客
车；发现客车超员、超速、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
行为可通过电话、短信、微博、微信等途径向公
安交管部门举报。
熊丰

民航局公布首批限乘名单 其中欲故意携带违禁品登机人最多

86名严重失信人禁乘飞机一年
晚报综合消息 昨天上午中国民用航空
局的发布会上， 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郭仁刚
介绍，经过核实无误和7个工作日的公示期
后， 民航局于6月1日在民航局官方网站和
“信用中国”网站公布了首批86名限制乘坐
民用航空器严重失信人名单。 这些失信人
将被禁止乘坐民航航班， 自名单公布之日
起计算，为期一年。 其中，故意携带违禁品
者最多。
据悉， 首批公布的86名限制乘坐民用
航空器严重失信人， 都是因为在机场或者
民用航空器内违反了相关行政法律规范而
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处罚的，主要有5种情

形：一是故意藏匿、携带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的危险品、违禁品、管制物品的，共64人。 二是
因使用伪造和冒用他人身份证件、 乘机凭证
的，共15人。 三是在飞机上寻衅滋事、扰乱客
舱秩序的，共2人。 四是堵塞、强占、冲击安检
通道和殴打他人的，共2人。 五是在航空器内吸
烟的，共3人。
民航局在对这86人的名单进行公布的同
时，向国家信用信息平台进行了推送。国家信用
信息平台综合税收、财政、保险和证券有关管理
部门根据 《意见》 的规定推送的52名严重失信
人，共在其网站上公示了138名严重失信人。
据北京晚报

肿瘤资讯：

南通地区肿瘤患者，可免费领千元破壁灵芝孢子粉！

延伸阅读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2.06亿余元

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杨崇勇受贿案开庭
新华社天津电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12日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河北省人大
常委会原副主任杨崇勇受贿一案。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
控：2008年至2016年，被告人杨崇勇利用担
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 河北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
利条件， 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项目建
设、用地指标办理、公司设立审批等事项上

2018年全军院校招生计划下达

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索取、非
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
2.06亿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杨崇
勇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
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杨崇勇还进行了最后
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 新闻记者和各界群众近50人旁听了庭
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2017 年《中国肿瘤的现状和趋势》最新
报告显示， 我国目前肿瘤发病居前五位的
肿瘤依次为 ： 肺 部 肿 瘤 、 胃 部 肿 瘤 、 肝 脏 肿
瘤、食管肿瘤和结直肠肿瘤。 肿瘤已成为中
国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 且发病率持续上
升，有年轻化趋势。 如何防治肿瘤，成为了
市民关心的重大健康问题。 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倡导， 肿瘤应早发现、 早诊
断、早治疗。
肿瘤综合治疗是关键
肿瘤是一种慢性病，需要长期与之斗争，
才能达到延长生命周期、 提高生活质量的目
的。 同时，肿瘤又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必须
考虑综合治疗，坚持以手术治疗为主，结合放

疗、化疗、中医中药等多种治疗方式的综合治
疗模式，努力提升肿瘤患者的治疗效果，延长
肿瘤患者的生存期， 并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使患者得到最大的受
益。
肿瘤患者帮扶计划正式实施
为了关爱南通市民健康，南通中科灵芝特
举办“帮扶肿瘤患者——
—灵芝孢子粉免费体
验”活动。 凡南通市两年内确诊的或正在治疗
期的肿瘤病友均可免费申领总价 1440 元的破
壁灵芝孢子（100 粒装）3 瓶。 需要提醒的是：每
位肿瘤病友终生限领一次，不重复赠送；领取
时请携带个人病例资料及身份证明（不收取任
何费用），申领热线：0513-85525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