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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一天打“四虎”
贵州甘肃山西青海4名省部级干部被处理

反腐再出重拳！8月16日，中纪委连发4份通报，一位正省级、三位副省级官员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其中三位被“双开”。
据新华社报道，8月16日，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甘肃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宋亮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山西省原副省长、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党组
原书记、检察长蒙永山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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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

王富玉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退休后仍大肆收钱敛财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对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
王富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
查调查。

经查，王富玉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
使命，目无道德法纪，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阳奉阴违，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处心积虑
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
规收受礼品礼金，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
排打高尔夫球、乘坐私人飞机；在组织人事
方面违规为他人谋利，在组织谈话时不如
实说明问题，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攫取私利的工
具，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生活奢靡
腐化，道德沦丧，家风败坏；利用职务便利
和影响力在工程承揽、土地开发、企业经营
等方面为他人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直至退休后仍大肆收钱敛财。

王富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
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
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
后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党的十九大后仍
不知止，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
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
央批准，决定给予王富玉开除党籍处分；
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
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甘肃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党组
副书记、常务副省长

宋亮
将手中掌握的金融监管职权

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对甘肃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党
组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宋亮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宋亮理想信念丧失，利用职
权搞利益交换，捞取政治资本，对党不
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
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
排；严重违背组织原则，在组织谈话函
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按规定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将手中掌握的金融监
管职权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攫
取非法利益；利用职务便利在审批成
立小额贷款公司、获得融资贷款等方
面为他人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宋亮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
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
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
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
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
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宋亮开除党籍
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
分；终止其甘肃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
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
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山西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
长，省公安厅原党委书记、厅长

刘新云
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

热衷政治投机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对山西省政府原党组成
员、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党委书记、
厅长刘新云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
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刘新云丧失政治原则，毫
无“四个意识”，参与在党内搞团团
伙伙，结交“政治骗子”，热衷政治投
机，造成恶劣政治影响；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
行公务的宴请；弄虚作假骗取学历，
违规配备、使用秘书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案
件办理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急功近利、好大
喜功，滥权妄为造成重大损失。

刘新云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
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犯
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
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
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
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
予刘新云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
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
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
物一并移送。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原书记、
检察长

蒙永山
官迷心窍、跑官买官被骗
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对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原
书记、检察长蒙永山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蒙永山背离初心使命，丧
失理想信念，官迷心窍、跑官买官被
骗；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他
人安排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在干部
选拔任用中收受财物，在组织谈话
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利用职权
为他人谋取利益，亲属收受他人财
物；执法犯法、以案谋私，违规干预
和插手司法活动，甚至在政法队伍
开展教育整顿期间仍然不知收敛；
利用职务便利在案件处理、项目承
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
收受巨额财物。

蒙永山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
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
犯罪，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
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
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蒙永山
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
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
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
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综合新华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米易农庄带芒果园， 个人寻
合作，杨18180113336

声明·公告
●高新区力永盛机械设备经营
部公章编号5101095845391，发
票专用章编号510109584539
3，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95845
392，薛永法人章编号51010958
45394均遗失作废。
●成都弘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 （编码5101225
093063）、 原法人魏昌华法人
章 （编码 5101229916287）均
遗失作废。
●四川省天津商会营业执照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
51000077982888XG） 肖长华
法人章（编号：5101009143577）
遗失，声明作废。

公 告
成都德商永鸿置业有限

公司开发的春和天骄花园项
目4、5、6、9、11、14、15、16号楼原
于2021年7月21日选定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支
行作为预售款监管银行，原监
管账号为12891175761030300
1。现将协商变更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河支行
为预售款监管银行，变更监管
银行后的监管账号为6232513
801924217。
●东方众鑫成都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1R
NXH8Q，公章编号5101100020
206，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1000
20207，均遗失作废。

●本人钟国昌（身份证号码:5
10125198308044130)遗失成都
富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发的富豪公馆2栋1单元19层
1905号房款收据，票号:FB-S-
4003，金额 :340973元 （大写 :
叁拾肆万零玖百柒拾叁元）。
声明作废！
●公告： 成都市青白江区弥牟
镇半边街14号平层相关权利
人， 上述房屋位于青白江区弥
牟镇半边街棚户改造搬迁范围
内因无法与你们取得联系故登
报公告， 请你们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十五日内到青白江区弥
牟镇九里场街64号附九号棚改
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
●李米雪身份证510125199708
25588X于2021年8月1日遗失。

遗失声明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遗失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一
支行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开
户许可证， 核准号 ：J6510011
304408， 账号 ：510014161080
507303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四川绿野农业高
新技术产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04502
4905原法人阚能才法人章编
号:5101045068607〉 销毁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易拓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刘伟法人章 （编码51010551
28338）遗失作废。
●成都随鑫通管道疏通服务有
限公司公章 （编码5101160022
019）遗失作废。

●四川正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公章 （印章编码：5101085356
625）遗失，声明作废。
●双流区西航港家乐富超市公
章(编号：5101225084233)遗失
作废。
●四川康盛世纪实业有限公
司， 原法人黄熙法人章编号
5101008607441遗失作废。
●李传武遗失位于南湖国际社
区6期31栋2单元2005的房款收
据,开票时间2010年9月29日,票
号105858,金额325670元,票号
1045205,金额40万元,声明作废
●成都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新繁镇服务网点于2019年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14MA61WCXX6
7， 声明作废。

●成都智慧学
科技有限公司
公 章 编 码 ：
5101075103314
遗失作废。
●成都东道主
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
5101085113964
遗失作废。
●成华区迈科
房屋信息咨询服务部，公章（编
号：5101085167607）遗失作废。
●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分局签发
给陈钰峰的身份证510106199
901120718于8月13日遗失。
●成都贝加尔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蒋雨法人章 （编码：510104
5051317）遗失作废。

●武侯区芬尼斯皮具洗护店公
章编码5101008898151、财务专
用章编码5101008898152、曾春
华法人章编码5101008898153
均遗失作废。
●成都双流建筑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公章（编码：510122000117
6）遗失作废。

●四川绿梵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编号：5101140011562）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海澜鼎兴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51010403955
37、发票专用章510104039553
8、王海法人章5101040395539
均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慈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码51010094554
32、 发票专用章编码51010094
59739均遗失作废。
●蒋天轩遗失医师资格证书（
编 码 ：19985111051292570121
0639）； 医师执业证书 （编码：
11051010800292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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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9日9时40分许，临
汾市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聚仙饭店
发生坍塌事故，造成29人死亡、28人
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164.35万元。事
故发生后，山西省政府成立事故调查
组对事故展开调查。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
违法违规占地建设，且在无专业设
计、无资质施工的情形下，多次盲目
改造扩建，建筑物工程质量存在严重
缺陷，导致在经营活动中部分建筑物
坍塌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经调查，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聚
仙饭店建筑结构整体性差，经多次违
规加建后，承重砖柱及北楼二层屋面
荷载严重超载，同时不排除强降雨影
响，最终导致整体坍塌。

事故调查组认定，聚仙饭店经营
者违法占用土地建设房屋；两次通过
不正当手段取得未经审批的《集体土
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拒不执行原襄
汾县国土资源局下达的违法占地建
饭店处罚决定和襄汾县人民法院下
达的行政裁定书；将未经专业设计与
施工、未经过竣工验收的农房用于经
营活动。

同时认定，临汾市和襄汾县地方
党委政府以及村“两委”和土地管理

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原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未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及
安全监管责任，对长期存在的违法违
规建设未有效监督、制止和查处，对
无证经营行为查处打击不力，农村住
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不严不实
不细。

报告指出，对聚仙饭店经营者，
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并依照有关规定，对聚仙饭店处以
罚款，责令其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
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建设
的房屋；对事故涉及的 41 名有关公
职人员，相关部门给予了党纪政务
处分或诫勉、批评教育、责令检查等
处理措施。

事故调查组提出了事故防范和
整改措施建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及
有关部门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加大执
法检查力度，扎实开展城乡建筑领域
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和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建立健全保障农
村建房质量安全的长效机制；提高依
法行政能力，对监管执法中的不作
为、乱作为、慢作为等突出问题要坚
决纠正，对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人
员要严肃查处。

据新华社

新华社吉隆坡8月16日电
（记者 林昊 朱炜）马来西亚总理
穆希丁16日表示，他已经向最高
元首阿卜杜拉递交辞呈，辞去总
理职务。

穆希丁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表
示，由于15名国会下议院议员撤
回了对他的支持，他所提出的跨
党派合作倡议也遭到反对党拒
绝，他失去了国会下议院简单多
数支持，因此根据宪法辞去总理
职务。

马来西亚国家皇宫发表声
明说，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当天接
受了穆希丁及其内阁的辞呈，并
立即生效。阿卜杜拉同意穆希丁
在新任总理产生之前担任临时
总理。

声明说，阿卜杜拉将根据马
来西亚宪法规定，选择一名在他

看来会得到国会下议院多数议员
信任的议员担任总理。声明还提
到，阿卜杜拉了解到，马来西亚大
多数地区疫情严重，医疗体系情
况令人担忧，因此解散国会举行
大选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根据马来西亚宪法，总理由
最高元首任命。如总理无法获得
下议院多数议员支持，就必须辞
职，除非最高元首在这名总理建
议下解散国会。

穆希丁 2020 年 3 月出任马
来西亚总理，接替此前突然辞去
总理职务的马哈蒂尔。不久前，
穆希丁所领导执政联盟中的最
大成员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
统）主席扎希德以及巫统部分国
会议员宣布撤回对穆希丁的支
持，导致穆希丁失去国会下议院
过半数支持。

新华社墨西哥城8月15日
电（记者 王钟毅）太子港消息：海
地民防部门15日说，截至当天下
午，海地西部地区 14 日发生的
7.2级地震已造成1297人死亡。

据当地媒体报道，此次地震
还造成5700人受伤。

据当地华侨介绍，目前尚无
华侨华人在此次地震中伤亡的
消息。

海地总理亨利 15 日前往受
灾严重的莱凯指挥救援，并前往

当地医院看望伤员。出发前他呼
吁民众保持团结、共渡难关。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
网消息，当地时间14日7时29分
（北京时间 14 日 20 时 29 分），海
地西部尼普斯省发生7.2级地震，
震中距海地首都太子港约150公
里，震源深度约 10 公里。海地政
府 14 日宣布开始实施为期一个
月的国家紧急状态。

2010年1月12日，海地发生
7.3级地震，超过30万人遇难。

海地西部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297人

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辞职

15日，河北石家庄市元氏县
一家旅游公司举办的军事“夏令
营”教员暴打 3 名未成年人导致
孩子们不同程度受伤一事，引发
广泛关注。

据报道，“夏令营”刚刚开始
时，一位家长手机上收到了孩子
的被打图片，但消息马上又被撤
回。家长意识到问题后，赶紧去

“夏令营”找回孩子。发现不仅自
己孩子被打，还有其他孩子被打，
并且孩子们写纸条传递给这位家
长，希望父母把自己接回去。

多位家长告诉记者，至少有
3名孩子在“夏令营”里遭到了暴
力殴打，根据伤情鉴定，3名孩子
被司法鉴定为轻微伤。目前，施暴
者已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
15天，涉事的旅游公司已被停业
整顿。

公司负责人道歉：打人不对

涉事的军尚少年军校基地，
主办机构是河北军尚研学旅游服
务有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信息
显示，该公司经营范围没有教育
培训业务。

对于殴打 3 名少年的原因，
涉事公司在给记者发来的声明中
称，“公司举办的军事夏令营在处
理营员私自出逃问题时，发生了

‘夏令营’负责人私自殴打营员的
事件。”该公司负责人高冬霞接受
记者采访时称，不管是出于什么原
因，“夏令营”负责人打人不对。“这
是我们的错误，在教育营员过程
中，方式方法简单粗暴，欠妥。”

该公司就“夏令营”负责人殴
打营员的违法行为，以及这一事件
在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道歉，表
示将吸取教训，认真开展整顿教
育，进一步加强职业道德规范。

专家：轻微伤≠不追究刑责

根据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
殴打造成轻伤才会涉及触犯刑
法，将被刑事拘留。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谢澍表示，
虽然施暴者已被公安机关处以行
政处罚，但就目前的案情来看，3
名少年轻微伤的伤情鉴定，并不
意味施暴者一定无法被追究刑事
责任。

谢澍表示，“如果公安机关认

为现有的线索和证据，不足以证
明嫌疑人有虐待被监护人、看护
人罪，这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12 条规定，被害人或者被害人
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提起
刑事自诉。”

记者多次通过石家庄市委宣
传部联系石家庄市教育局，截至
发稿前，未能得到积极回应。而河
北省教育厅也对记者表示，此事
不涉及教育部门，也不便对夏令
营或者研学活动的市场规范发表
意见。

需多部门规范引导行业发展

记者查询相关文件发现，教
育部除对教育部门和学校组织的
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活动和中小学
生出国参加夏（冬）令营活动，有
出台明确的管理办法外，对社会
机构主办的相关活动没有明确规
定。而受社会需求的影响，各类以
自然探险、逆商训练等为主题的
夏令营，由于主办机构复杂多元，
出现监管空白。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认为，目前确实有多种以很
冠冕堂皇的名义开办的夏令营或
素质培训机构。“这些机构的人员素
质、专业资质、相关管理没有跟上，
特别是登记、核查以及开展业务
的情况，都缺少规范和监督。”

储朝晖表示，不管是什么类
型的夏令营或研学活动，专业的
缺失，管理的风险，常常是社会机
构面临的最大痛点。当行业监管
缺失，在社会需求旺盛的情况下，
指望家长们火眼金睛很难实现，
需要多部门给予规范和引导行业
健康发展。

据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

山西公布襄汾“8·29”重大坍塌事故调查结果：

41名公职人员被处理

记 者
从山西省应
急管理厅了
解 到 ，16
日，山西省
临汾市襄汾
县聚仙饭店
“8·29”重
大坍塌事故
调查报告公
布。经调查
认定，该起
事 故 是 一
起 生 产 安
全 责 任 事
故，41名相
关 责 任 人
受到处理。

河北3少年在夏令营被殴
施暴者被行拘15日

被暴打的孩子照片 家长供图

事故救援现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