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腐动态

近期，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萧县

原县委书记毋保良受贿案作出终审判

决，毋保良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

毋保良落马造成了当地官场的人事

地震———萧县80余名“送礼干部”应声免

职。 这些送礼干部多为党政机关一把手，

为填补空缺，3个月前，萧县进行了一场牵

涉甚广的人员轮换， 诸多副职走上前台。

对这些新上任的一把手来说，现在上下级

之间只谈工作，不谈人情，官场风气焕然

一新。

“收礼书记”

在办公室、宿舍收礼，

挂职、生病也要收礼

在毋保良案中，受牵连的部门几乎囊

括了当地最为重要的几大党政部门，统战

部、财政局、住房建设局、交通局、公安局

等纷纷沦陷，当地某在职一把手称，只有

那些“权小、钱少、人少”的部门，方得以

幸存。

2012年9月17日，毋保良经合肥市人民

检察院决定批准逮捕， 司法机关最终认定

毋保良受贿额达1900余万元。判决书显示，

2003年至2012年，毋保良历任萧县副县长、

县长、县委书记等职，此间毋保良的受贿、

收礼行为贯穿始终。

毋保良犯罪具体事实有78项， 行贿人

或送礼人大致可分三类，其一为商界人士，

这部分行贿者系毋保良受贿钱物主要来

源。当地官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向毋保良

行贿的商人，尤以建筑商居多，这与毋保良

曾主管城建有关。

其二为县直机关一把手。其中，萧县原

体育局局长邢华及萧县原卫生局副局长兼

县疾控中心主任王建乐（邢华之妻）的行

为较为恶劣。 邢华曾任萧县教育局局长，

2008年因无证游医参与学生体检遭曝光后

被免职。邢华称，2008年年底，为自身职务

及让妻子去县医院当领导， 其夫妇二人到

宿州市毋保良的家中送了2万元，2009年八

九月份的一个周末， 二人又到毋保良家中

送钱10万元， 当年年底再次登门送钱10万

元。即便在毋保良被安徽省纪委调查后，王

建乐仍单独送钱6万元。2012年年初， 有群

众反映邢华“有问题”，但毋保良仍坚持将

其任命为体育局局长。

其三为乡镇一把手。 成都商报记者调

查整理发现，萧县23个乡镇中，仅7个乡镇

保持“纯洁”， 部分乡镇一把手曾联合送

礼，如2003年至2011年间，毋保良多次收受

萧县原黄口镇党委书记蔡辉礼金共计22.8

万元， 其中5.8万元为与其他4乡镇的书记

或镇长共送。

毋保良除逢年过节在办公室、 宿舍收

礼外，其嫁女、挂职、生病等时段，均成收礼

高峰。2008年年底， 毋保良到浙江安吉挂

职，当地风传其即将上任县委书记，从萧县

赶往安吉毋保良住处送礼者众， 其中原县

委统战部部长朱冠华、原房管局局长陈枫、

原国土资源局局长陈居山、 原龙城镇书记

朱以书、 原龙城镇镇长吴书平5人结伴，以

单位名义送礼。此外，2011年9月，毋保良嫁

女时，送礼者礼金动辄上万元，2009年省代

会期间，也有人专门到合肥向其送礼。

送礼者说

“自己并非行贿，

而是正常礼节往来”

2009年下半年， 萧县原黄口镇党委书

记蔡辉想到中心镇任书记或进城当局长，

便到毋保良的宿舍说明想法并送钱10万

元，毋保良答应考虑调整。

蔡辉说，其在春节、中秋等节日就到毋

保良办公室送礼，目的是希望“搞好私人

关系”，希望毋在工作调整、提拔任用上给

予帮助。

成都商报记者发现， 判决书中所载明

的50余名“送礼干部”，大部分官员的送礼

原由与蔡辉类似， 部分官员向亲戚借钱送

礼，一些官员则借公务名义公款送礼，部分

干部为亲友谋利而送礼， 绝大部分送礼干

部的职务得以升迁。

萧县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萧县县

政府下属的一家企业， 毋保良分管城建期

间， 曾是该公司董事长。2007年至2010年3

年间， 为与县政府尽快签订购房协议及交

付房屋，当地某公司经理胡岚（化名）曾3

次向毋保良送礼。

胡岚称，当年其以700余万元从县政府

手中购得房屋，该房屋由开发商垫资修缮，

房屋建好后， 县政府却一直拖欠开发商工

程款，开发商为要回工程款，将修好的大楼

封闭，造成三方僵持局面。

胡岚曾与开发商联手向县政府施

压，这期间，她两次在毋保良的办公室、

一次在毋保良合肥党校学习期间的宿舍

各送现金1万元。“他每次都承诺尽快解

决。”胡岚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她自知送

礼不妥，但为公司尽快营业，不得不厚着

脸皮上门。

纪委工作人员找到胡岚时， 已经对毋

保良调查数月，“他们时间安排得很紧，马

不停蹄。”胡岚说，其送礼“开始觉得很尴

尬，但毋保良收得很自然。”她说，当时萧

县大环境如此， 找人家办事，“不送礼，显

得不懂人情世故。”

萧县鹏程中学是当地一所重要的民办

中学，为在招生工作得到照顾，学校总务处

主任薛杰曾于2009年、2011年春节分别向

毋保良送礼2万元。薛杰称，送钱的原因系

民办学校的招生规模和收费都有约束，希

望毋保良给予照顾。 薛杰目前仍担任该校

总务处主任，9月16日， 他向成都商报记者

解释，自己并非行贿，而是正常礼节往来。

从2007年至2009年期间，为扩建医院，

萧县郭利眼科医院院长郭利曾在春节、中

秋等节日分4次给毋保良送礼共计4.5万

元， 毋保良在郭利要求扩建医院的报告上

签字，并转给建设局要求选址。

郭利说， 当年毋保良还分管残联，他

在送完礼后才表达意图，“放下就走了”。

但送礼并未起到实质效果，医院至今未能

扩张。

郭利称，究竟给毋保良送过几次礼、送

了多少礼、具体在什么时间地点送的，他均

记不清楚，“不知道纪委为何还能查出来，

据说是倒查， 从本地各种有头有脸的名人

查起。”

重拳整治

部分副职上马任要职

严禁借婚丧嫁娶收红包

萧县教育局一党委委员称， 一把手多

遭免职， 主要原因是其向县委书记直接汇

报工作， 部分一把手为了让本部门事项优

先办理， 不得不向手握重权的县委书记行

贿送礼。

萧县原交通局局长李祥龙先后共给毋

保良送礼17.7万元， 其送礼经历从2003年

持续到2010年，此外，为帮亲家刘军在龙城

医院附近建门面房一事， 李祥龙曾一次性

送毋保良10万元。

9月17日下午， 李祥龙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他被免职后，目前只是偶尔帮原单

位做一些“证明”工作，他承认，向县委书

记送礼虽是礼节，但“不谋一己私利也不

可能”。

5月12日，安徽省高院对此案作出终审

裁定，成都商报记者走访发现，涉案的一把

手们在五六月份即遭免职，目前，对于这批

“带病”干部的进一步处理仍无定论，萧县

组织部办公室透露，后续处理需上级决断。

某县直部门一把手透露， 因担心这批

免职干部“闹情绪”， 目前如何进一步处

理，是个棘手难题。

目前萧县已经完成了一把手轮转坐

镇工作， 小部门一把手或要害部门的副

职纷纷上马担任要职，譬如，原农机局局

长刘勇现任环保局局长， 原科技局局长

吴信仁现任水利局局长， 原县委党校常

务副校长张奎建现任萧县师范学校校

长， 原卫生局副局长胡庆生现任粮食局

党组书记。

卫生局局长王武中显得有些 “异

类”，其主政卫生局多年，却在此次大地震

中“毫发无损”，他称，这些年他耿直的性

格“得罪了不少人。”环保局现任局长刘

勇则说，当地官场还是有一批“正直、清廉

之人”。

毋保良在一审时上诉称， 其受贿的大

部分钱物上交至招商局和县委办， 故应认

定为依法上交， 不能视作行贿， 但法院认

为，毋保良具有受贿故意，并为他人实际谋

取或承诺谋取利益，其交存款物的部门、知

情范围等情况看，其对款物有绝对的控制、

处分权，证明毋保良心存侥幸，混淆视听。

行贿者胡岚认为， 毋保良所犯错误

在于“公私不分”，其纵容送礼之风，导

致了其对具体事务的决断， 不是依据轻

重缓急，而是看送礼的多少，“大家都送，

我不得不送。”此外，部分送礼者借钱行

贿，上位后势必成为受贿人，从而形成恶

性循环。

粮食局党组书记胡庆生反思此次“大

地震”时说，为官少贪欲，不要一门心思赚

钱升官，自然会“安全”。教育局一党委委

员说，在新时期的作风建设中，萧县成为风

暴中心，过程就好似踢皮球上墙，“踢到哪

哪就像破了洞一样”。

“萧县财政紧张，发展经济不容易，但

无论如何，毋保良的行为都不值得原谅，他

的落马， 净化了‘空气’， 也重振社会公

德。”当地多名在职一把手称，现在他们上

下级之间，“只谈工作，不谈人情”。

萧县党政部门最近高调宣称， 为加强

党员干部作风建设， 他们正打出一系列

“组合拳”，当地正发文严禁党员干部借婚

丧嫁娶事宜收红包， 坚决刹住公款送节礼

等不正之风，他们将密织“制度之网”，进

一步纯洁人际关系， 变被动监督为主动自

我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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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收礼书记”落马 80余名“送礼干部”应声免职

此前，安徽萧县送礼之风大行其道，“不送礼显得不懂人情”，现在变了———

副职上马任要职 “不谈人情”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刘木木 发自安徽萧县

在一系列令人惊叹的动作之后，一个“最强大”的中纪委形象呼之欲出。伴随反腐高

压态势的持续，一群群“硕鼠”接连被端掉，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系列腐败案就是

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那些抱着“法不责众”侥幸心理的贪腐官员们，该从梦中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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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大副主任

秦玉海被查

据中纪委网站昨日消

息，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 副主任秦玉海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

接受组织调查。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

潘逸阳被免职

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

责人证实， 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常委、 区政府副主席

潘逸阳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 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

导职务， 现正在按程序办

理。9月17日， 据中纪委网

站消息， 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常委、 自治区政府副主

席潘逸阳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接受组织调查。

88名

在逃境外嫌犯落网

近年来， 一些拥有公

职身份的“贪官”外逃事

件频频触动公众神经。与

此同时， 相关部门海外追

逃的力度不断加大，今年7

月，公安部又启动“猎狐

2014” 境外追逃专项行

动，截至目前，已有88名在

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被

缉捕回国。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

局副局长刘冬告诉记者，

很多出逃人员学历不高语

言不好， 难以融入当地生

活圈， 就是有华人圈也不

敢露面， 有的人还受到当

地黑社会组织的敲诈 。

“我们曾经缉捕回来一位

基层银行的行长， 在国内

时春风得意，受人尊敬，出

逃国外后以最底层的职业

谋生， 见到抓捕民警的第

一句话是 ‘你们总算来

了’。”他说。

据新华社

萧县官场如今正在经历一场地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