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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切实加强对本部门、科室人员的教育管理监督。认真组织学

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江苏省纪委监委、徐州市纪委监委近期公

开通报的典型案例，落实通报要求，加强节点整治“四风”工作。 

二、弘扬新风正气，严守纪律底线，坚决防治突出问题 

全院党员干部应利用节日契机，把弘扬新风正气同传承节日

文化结合起来，大力倡导清正廉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优良

风气，带头厉行节约，自觉反对奢侈浪费等不良习气。要严格遵

守相关纪律要求。严禁巧立名目、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福利；严禁

违规收送包括“天价”月饼、蟹卡蟹券、电子红包等形式的礼品、

礼金、消费卡；严禁公款吃喝、餐饮浪费、“一桌餐”或在内部

食堂大吃大喝；严禁公款旅游、使用公款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

用；严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或借机敛财；严禁公车私用、私

车公养或违规借用、租用车辆；严禁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

药品耗材供应商的宴请或其他活动安排等行为。各部门要严格落

实相关规定，切实履行监管职责，确保务实节俭、文明廉洁过节，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三、强化监督检查，严格执纪问责，持续释放从严信号 

中秋、国庆期间，院纪委将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围绕重要环

节，聚焦突出问题，严格执纪问责。对履责不力，发生“四风”

问题，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严肃追究相关党组织及其负

责人的责任；对顶风违纪、情节恶劣的，一律从严查处，典型问

题通报曝光。 

监督举报电话：0516-85802123,0516-8580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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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 10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

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具体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委员、执行局原局长孟祥违规收

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2013 年至 2021

年，孟祥先后收受礼金共计 32 万元；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宴

请，食用高档菜肴、饮用高档酒水，费用由私营企业主支付。孟

祥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2 年 1 月，孟祥被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蔡鄂生违规

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及打

高尔夫球等活动安排，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问题。2013 年至 2021

年，蔡鄂生先后收受礼金折合共计 123.46 万元和书法作品 2 幅；

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在北京安排的宴请，食用高档菜肴，费用均

由私营企业主支付；与家人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旅游，多次接

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打高尔夫球活动，多次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宴

请，相关费用均由私营企业主支付。蔡鄂生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2022 年 1 月，蔡鄂生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

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违规收受礼品、礼

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2013 年至 2021年，



- 5 - 

 

周江勇先后收受礼金共计 56 万元、3.6万美元以及价值 18.3万

余元的生肖纪念金币；先后数十次接受 5名私营企业主在公司内

部食堂等场所安排的宴请，并饮用高档酒水。周江勇还存在其他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2 年 1 月，周江勇被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宏武违规收受礼

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2013 年至 2022年，

刘宏武先后收受礼金折合共计 94.13 万元；多次在私营企业主为

其设置的专门场所接受宴请，饮用高档酒水，相关费用由私营企

业主支付；提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后不久，即接受私营

企业主为其筹办的“升官宴”，到案前一天仍在接受私营企业主

安排的宴请。刘宏武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2 年 6

月，刘宏武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西藏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张永泽违规收受礼品、

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2013 年至 2021

年，张永泽先后收受礼品、礼金折合共计 106.61万元和虫草 10

斤；与家人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宴请，食用高档菜肴、饮

用高档酒水，费用均由私营企业主支付。张永泽还存在其他严重

违纪违法问题。2022 年 6 月，张永泽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山西省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国强违规收

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问题。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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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20 年，李国强先后收受下属、私营企业主赠送的礼金和

高档酒水等礼品折合共计 263万余元，其中多次发生在中秋、春

节等节日期间；李国强及其家人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提供的赴境

外和广西、福建等地旅游安排，相关费用均由私营企业主支付。

李国强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2 年 1 月，李国强被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

起诉。 

  福建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原总队长陈小兵违规收受礼品、

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2013 年至 2021

年，陈小兵先后收受礼金共计 25 万元和高档酒水等礼品，其中

多次发生在中秋、春节等节日期间；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

宴请；长期无偿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租用的场所组织违规吃喝。

陈小兵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1 年 8 月，陈小兵被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22 年 4 月，陈小兵因犯受贿罪，被福

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50 万元。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委原书记、一级巡视员王希静搞“形象

工程”“政绩工程”，乱作为假作为，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安

排使用公款购买、装修别墅供个人招待使用问题。2017 年至 2020

年，王希静盲目追求财政收入“过百亿”目标，要求职能部门虚

增财政收入、编造虚假数据，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为追求政绩，

未经可行性研究论证，要求多家国企举债投资，强行推进某建设

项目，造成大量建筑空置浪费。2014 年至 2021 年春节，王希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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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 19次收受礼品礼金折合共计 21.1万元；违规安排区属某国

企使用国有资金购买、装修别墅 1 套，供个人招待使用。王希静

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2 年 1 月，王希静被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海南省三亚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蓝文全违规收受礼品

问题。2013 年至 2019 年，蓝文全先后 20 次收受 3 名私营企业

主赠送的 146条高档烟、90瓶高档酒水，其中多次发生在中秋、

春节等节日期间。蓝文全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0

年 3 月，蓝文全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20 年 6 月，蓝文全

因犯受贿罪，被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并处罚金 180万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沈东违

规收受礼品、礼金，公款吃喝，接受超标准接待问题。2013 年

至 2021 年，沈东先后收受现金、高档酒水等礼品礼金折合共计

21.7 万元，其中多次发生在中秋、春节等节日期间；组织原同

事聚餐，餐费用公款报销；在广东省分公司出差期间，接受下属

单位超标准接待，饮用高档酒水。沈东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2022 年 5 月，沈东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

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以钉钉子精神推进作风建设，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

定堤坝，为新时代伟大变革提供了有力作风保障。但“四风”问

题树倒根存，高压之下顶风违纪行为仍有发生。上述通报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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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案例就是其中的典型。有的利用过节之机打着人情往来的幌子

大肆收受礼品礼金，有的心怀侥幸以隐蔽手段违规接受宴请、旅

游安排，有的不知收敛啃食公款，有的政绩观扭曲任性用权。这

些问题影响党的形象，损害党群关系，教训极为深刻。广大党员

干部要以案为鉴，不断增强党性观念，强化纪律意识，知敬畏、

存戒惧、守底线，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各级党组织要永葆

“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严肃认真落实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始终

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统筹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紧扣公款公权、紧盯隐形变异和风腐一体现象，持续深化

纠治“四风”问题，坚决防止反弹回潮。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坚持纠树并举、破立

并进，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涵养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

正气。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节假将至，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要把握节日特点，紧盯月饼、蟹卡等背后的“四风”问题，

密切与职能部门的协作配合，强监督强监管同向发力，不断释放

从严纠治的强烈信号。要加强对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落实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有关规定要求的监督检查，推动勤俭过节，把资金

用到关键处、用到老百姓关心的事情上。要结合实际找准节日期

间易发多发的“四风”问题，紧盯关键少数、重点场所，加大监

督检查、明察暗访力度，严查违规违纪问题，确保节日风清气正，

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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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京市秦淮区原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泰违规收受礼金礼

卡等问题。2014 年至 2021 年，张泰本人或通过亲属先后收

受下属和私营企业主等人所送人民币、港币、英镑以及购物

卡等，折合共计 36.22 万元;安排亲属在某私立医院挂名吃

空饷领取薪酬 60.5 万元。张泰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2022 年 6月，张泰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

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曹卫东违规收

受礼金礼卡等问题。曹卫东在担任赣榆县县长、县(区)委书

记、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泰州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等职务期间，先后收受下属和私营企业主等人所送

礼金礼卡折合共计 47.91 万元;长期占用某私营企业主专门

为其购置的奥迪 A6 轿车。曹卫东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2022 年 7月，曹卫东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

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朱毅违规收

受礼金礼品等问题。2013 年至 2020 年，朱毅本人或通过亲

属、特定关系人收受私营企业主所送礼金 63 万元、高档白

酒 387瓶、高档香烟 594 条以及百达翡丽等名贵手表、奢侈

品包等贵重礼品;接受私营企业主为其或亲属支付购买名牌

衣物、首饰以及车辆维修保养等费用共计 54.04万元。朱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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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1 年 8月，朱毅被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 50万元。 

  江阴市原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费平违

规收受礼金礼品等问题。2013 年至 2020 年，费平多次收受

私营企业主所送美元、欧元等礼金折合共计人民币 46.19 万

元，并收受金盘等贵重礼品;多次以出售牛角、名贵中药等

保健品名义变相收受有请托事项的私营企业主所送 495 万

元。费平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1 年 2 月，费平

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22 年 3 月，费平因犯受贿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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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秋、国庆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要求，持续释放对

“四风”问题紧盯不放、寸步不让、一抓到底的强烈信号，

现将 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通报如下：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苑玉彬违规收

受礼金、购物卡，违规接受旅游安排问题。2013 年春节至

2021年春节，苑玉彬多次违规收受下属、管理和服务对象礼

金、购物卡合计 11.7 万元。2013年 7 月至 2016年 8 月，苑

玉彬 4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于某、胡某等的邀请，携带或

安排亲属前往普陀山、青海等地旅游，相关交通、住宿、餐

饮费用由于某、胡某等支付。苑玉彬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2021年 9 月，苑玉彬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21

年 12 月，苑玉彬因犯受贿、洗钱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

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 60万元。 

丰县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刘恒莲违规

收受礼品礼金问题。2020 年中秋节至 2021 年春节，刘恒莲

利用兼任丰县城投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负责县金融监督管

理局、县城投公司全面工作的职务便利，收受管理和服务对

象超市购物卡、网络购物券 2.4 万元、纪念币 2 套、香烟 4

条、酒水 2箱。刘恒莲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1

年 5 月，刘恒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21年 8 月，刘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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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因犯贪污、受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四

个月，并处罚金 40 万元。 

睢宁县经济发展局原主任科员吴辉违规收受礼金、滥发

津贴补助问题。2016 年春节至 2019 年中秋节，吴辉在主持

睢宁县粮食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工作期间，收受多名下属

赠送的现金 9.7万元。2018 年 2月，吴辉以维稳应急值守津

贴名义，违规向睢宁县粮食局局机关、基层库所干部等发放

补助 9.35 万元，其中吴辉个人领取 0.2 万元。吴辉还存在

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1 年 12 月，吴辉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2022年 7 月，吴辉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零七个月，并处罚金 50 万元。 

邳州市经济发展局原三级主任科员张林使用公款购买

超标准车辆，供其个人使用问题。2019 年 11月至 2021年 3

月，张林利用担任邳州市高新区科技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擅

自使用国有公司邳州高新区城市矿产研究院有限公司公款

23.04 万元，超标准购置一辆汽车，供其个人使用。张林还

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1 年 10 月，张林被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2022 年 4月，张林因犯贪污、受贿罪，数罪

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十个月，并处罚金 50 万元。 

经过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深入纠治

“四风”，全市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但

“四风”问题树倒根存、顽固复杂，少数党员干部甚至是领

导干部特权思想不改、侥幸心理仍在，把公款变“私钱”、

把公权当“私器”，吃公款、吃下属、吃工程、吃企业，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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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和不正之风相互交织，带坏上下级关系和政商关系，破坏

一方政治生态，受到严肃查处完全是咎由自取，教训极其深

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要加

固中央八项规定的堤坝，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全市

各级党组织要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深入落实市委书

记宋乐伟在优化营商环境调度会上的讲话精神，旗帜鲜明向

违规吃喝、违规收送、滥发津贴福利等作风顽疾亮剑，坚决

斩断由风及腐、由风变腐链条，树立起拒腐防变从领导干部

抓起、从作风严起的鲜明导向。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和班子成员要发挥“头

雁效应”，力戒“小节论”“影响发展论”和已经严到位严

到底等错误思想，切实做到“九个不准”： 

不准用公款购买赠送、违规接受下属、管理和服务对象

给予的电子红包、现金购物卡、支付凭证、月饼蟹卡、烟酒

土特产等； 

不准公款吃喝宴请、“吃公函”“吃食堂”“吃下级”

“吃老板”等； 

不准巧立名目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奖金实物或其他福

利； 

不准违规操办婚丧喜庆或举办各种形式的“升学宴”“谢

师宴”； 

不准公车私用、“私车公养”、违规租用借用占用下属、

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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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公款旅游、绕道旅游或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旅游安

排； 

不准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规参加老乡会、校友会、

战友会； 

不准酒后驾车、值班饮酒、公务商务接待饮酒、正常公

务商务接待后邀请接待对象“搞二场酒”； 

不准搞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行为。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勇于“挑重担、扛重责”，聚焦干

部、群众、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紧盯党政“一把手”、

班子成员、年轻干部、离退休干部等关键人，疫情防控、亲

清营商、民生保障等关键处，公权使用、公款拨付、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要求落实等关键事，年节假日等关键时，采取大

数据比对、财务账目核查、明察暗访等手段开展常态化监督

检查。对顶风违纪、情节恶劣的，一律从严查处，对属地单

位连续多次出现“四风”问题的，一律追责问责，对跑风漏

气、说情打招呼的，一律记录在案。坚持“全周期管理”，

建立健全作风问题“惩、治、防”工作全链条，将严的标准

落实到教育引导、监督检查、制度约束、通报曝光各环节，

既严肃查处不正之风背后的腐败，也深挖细查腐败案件背后

的作风问题，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纪委办公室         2022年 9月 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