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礼清单”
揭露腐败反成!叛徒"

因曝光公司!送礼清单"#竟成了同事眼

中的!叛徒"$这就是一位打破行业潜规则举

报人的尴尬遭遇$

据%法治周末&报道#中交第二公路勘察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职工胡剑兵# 节前向纪

委和媒体自曝该单位南京项目部向江苏省南

京市六合区交通运输局等单位干部的一份

!送礼清单"#送礼对象从局长'副局长'科长

到镇村干部$如今#曝出此事的胡剑兵被单位

同事骂作了!叛徒"$

在!八项禁令"严风劲吹'中央三令五申

严禁公款送礼的高压反腐背景下# 部分央企

依然我行我素'顶风违纪#足见!逢节必送礼"

潜规则的盛行不衰$!送礼清单" 曝光缘于内

部职工的自曝家丑# 凸显反贪防腐还存在一

定的死角盲区$

不过 #最让人感到担忧和困惑的 #当是

自曝!送礼清单"行为非但不能得到人们的

理解'支持#反而遭遇周围同事的误解与讥

讽$

反对歪风邪气'抵制行业潜规#原本属于

坚守原则'反对腐败'仗义执言的正义之举#

岂料却成了同事们眼中的另类# 甚至被斥之

为单位的!叛徒"$这种是非不分'良莠不辨'

荣辱混淆的糊涂认知#让腐败滋生$

靠所谓!礼尚往来"开展市场行为#不是

在公平竞争#而是在破坏市场秩序$据悉#胡

剑兵的举报已经得到积极反馈$ 相关部门已

开始对这份!送礼清单"进行调查$这让人欣

慰$只不过#围绕!送礼清单"事件发生的诸多

不正常#让人五味杂陈$

从反腐败'净化国企生态的角度来讲#我

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叛徒"$

“正吃切糕”
如此回复让人心寒

曾经流行一时的词汇!切糕"又回公众视

线$不过这次不是因为高昂的价格#而是源于

官方!神回复"$

据媒体报道#

!

月
"

日上午#网友!绍兴

#$%&

" 向浙江省绍兴市环保局官方微信投诉

噪音扰民#没料到环保局秒回说(等等哈#正

吃着切糕呢)这让!绍兴
#'"&

"哭笑不得$

对此# 绍兴市环保局之后通过微博解释

说(由于技术人员正在对!绍兴环保"政务微

信进行后台开发过程中#打开了!自动回复"$

该回复为微信公众平台设置的搞笑自动回

复#不代表官方观点#现已关闭#产生的误会

敬请谅解$

不管是!调试"还是!自动回复"#始终都

绕不开相关部门职责的失守与缺位# 如此回

复严重损害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

官微 !神回复" 闹剧并非孤例$ 新媒体

时代# 官方微博' 政府微信等都已成为政府

与群众沟通交流的渠道# 但近年来的网络理

政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比如有一些政府的微

博被曝是 !僵尸" 微博 # 一年到头没有更

新# 再加上类似政府官方微信不靠谱的回复

等$ 这些现象从表面上看# 是一些官员平时

工作不在状态和不作为造成的# 但从中却让

人看到某些官员的懒政思维$ 从这些懒政思

维回到现实生活中去看某些官员的工作态度

与作风# 恐怕这才是最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

地方$

别忙吃!切糕"#回复网友求助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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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斌第八日

对不良风气还是要严控、严查、严惩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中

秋节#本是一个家人团聚'共享天伦

之乐的节日#却因铺张的公款送礼变

了味$ 如何让传统佳节不再变味#回

归其本意*

!

月
(

日# 天津大学廉政

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闫东玲'郑州大

学廉政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谢海军'

江苏省苏州市检察院公诉二处副处

长王勇做客正义网!正义论坛"#详析

遏制公款送节礼的治本之策$

超出正常人情往来就成

了腐败

)

月
*+

日#中央纪委官方网站

曝光了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东

村村委会委员刘彦香违反工作纪律

套取资金# 用于村委会在中秋节等

节日期间送礼问题( 刘彦香编造工

资表# 套取专项资金及村集体自有

资金共计
,

万余元#用于村里中秋'

国庆!两节"和春节期间送礼支出$

潭柘寺镇党委决定给予刘彦香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为防止公款送月饼节礼等 !四

风"反弹#

)

月
+&

日#中央纪委在中

秋节前一个月就开通了公款送月饼

等!四风"问题举报窗#同时恢复!周

周通报"#严防公款送月饼节礼$截至

)

月
*+

日# 中央纪委共通报
-%(

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

!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逢年过

节礼尚往来# 进行感情联络也是人

之常情#但超出正常人情往来的#就

成了腐败$"谢海军说#人情往来的

民俗习惯已经异化为一些人敛财的

重要手段# 使一些干部混淆了礼与

贿'情与法的界限$

据媒体报道# 从查办的违法违

纪案件看# 领导干部行贿受贿的时

间
)&.

集中在传统节日期间$

!对日常生活中比较小的腐败

现象# 过去不重视# 惩治力度不够

大# 是导致公款送礼歪风难除的原

因之一$"谢海军分析认为$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

是公款支出环节没有严格管控# 发票

管理制度不严格$"王勇指出#!公款送

礼说明+小金库,没有彻底得到遏制$"

对虚拟社会的腐败管理

还是空白

!节日反腐"已成为中央反!四

风"常态化的一个特征#中秋节前公

款送礼歪风得到了明显改善$ 但媒

体调查发现# 公款送礼并未就此销

声匿迹$提货卡'预付卡#上门送卡'

异地提取等送礼形式不断翻新#特

别是在新媒体环境下# 月饼等中秋

礼品的出路愈发呈现电子化' 信息

化'隐蔽化的趋势#也增加了纪检监

察部门执纪监督工作的难度$

王勇认为# 市场监管部门要发

挥作用# 要将新型电子商务可能存

在的权力寻租空间进行压缩#研究'

堵住漏洞和不足$ 推进网购实名制

并纳入监管平台# 并加强对金融机

构的新型电子交易的监管$

谢海军说(!网络的一个特点是

快捷'匿名#这给公款送礼提供了机

会$ 现在对虚拟社会的腐败管理还

是一个空白# 最有力的办法就是从

法律层面制定具体条文予以规范和

制约$ 可以通过技术性措施堵住腐

败的源头# 如购买电子礼品卡要进

行实名登记#并限定购卡数额#让电

商遵纪守法# 在网络上提高和加强

他们的自我鉴别能力$"

一旦越过边界就要受到处罚

对于遏制公款送礼' 根除节日

腐败的久病沉疴# 闫东玲建议严格

审查公款送礼行为# 一旦发现就要

严惩和曝光# 同时要严格公共资金

管理$!治理报销乱象的源头在监管

财务制度上$ 财务制度要细化并严

格执行#加强预算管理#国家或税务

机关要严格控制'审核发票#出现问

题要严厉追责$"

谢海军从防止利益冲突方面给

出了自己的建议(!反腐败的过程就

是防止利益冲突的过程# 防止利益

冲突需要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进

行界定$有了清楚的边界#人们就知

道什么是正常的人际往来# 什么是

不可逾越的界限$ 一旦越过边界就

触犯了公共利益#就要受到处罚$"

在遏制公款送礼的同时# 如何

防止私费送礼及衍生出行贿* 闫东

玲认为# 在公款送礼和个人私费送

礼比较难区分的情况下# 一要看送

礼动机# 二要看受贿环节$!可严格

规定送礼金额#超出就算受贿$"

礼尚往来本是我国传统美德 #

铺张的公款送礼让传统文化的韵味

变了质$为还传统佳节本意#谢海军

建议将人情与公共利益区分# 用法

律手段和党纪手段加大惩治力度#

将反腐变成一种习惯# 建立长效机

制并持之以恒坚持下去$!配合以廉

洁文化思想教育#使教育'预防'监

督'惩治这几个环节相互协调运作#

人们的观念就会渐渐转变$"

闫东玲称(!治本之策是制度 $

对不良风气还是要严控'严惩#在此

基础上#让我们的习俗理念'观念意

识逐渐转变$"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原副市长金昭：他们和我交朋友，就是看我能帮他们办事……

他任职到哪里，“朋友”就跟到哪里

近年来! 不少落马贪官在悔过

书中都会提到这四个字 "交友不

慎#$ 其实!很多官员的"商界朋友%

之所以和他们交朋友! 是冲着他们

手中可以变现&寻租的权力!是想从

他们身上得到可观的利益$ 不知道

交往的时候这些官员是真分不清楚

还是不愿意分清楚这些"朋友%的本

质$也许!在"朋友%向他们行贿的时

候他们心中一直抱着幻想和侥幸心

理!直到自己被查处的那一天$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原副

市长金昭就是这样一个官员$近日!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对金昭受贿

案作出终审裁定! 维持一审法院的

判决$

(

月
+&

日!阿拉善盟中级法

院对金昭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

一年$

检察机关指控 ! 自
%&&+

年至

%&+%

年! 金昭在担任满洲里市副市

长&扎兰屯市市委书记&呼伦贝尔市

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收受黄俊仁等
+'

个个人

及单位的财物!共计人民币
%%*/-

万

余元&美金
(

万元$

金昭是怎样一步步滑向犯罪深

渊的呢'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腐败"历

程%$

“朋友”———
看中的就是他手中的权

对于一些心怀不轨的人来说 !

官员手中的权力就像一块超强的磁

铁!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他们就像

苍蝇一样围着这些官员飞来绕去$

+!!)

年! 金昭任满洲里市副市

长期间! 与在满洲里市做木材生意

的商人黄俊仁相识$

"&&"

年!金昭

到扎兰屯市任市委书记时! 黄俊仁

跟到了扎兰屯! 他想依靠金昭在扎

兰屯寻找商机$其间!金昭利用职务

便利! 帮助黄俊仁承揽了该市成吉

思汗收费站办公楼施工工程! 市供

电局办公楼外墙粉刷& 内部装修工

程!市国税局办公楼&住宅楼外墙粉

刷工程和办税大厅装修等工程!并

帮助他催要工程款$

"&&'

年! 金昭调到呼伦贝尔市

任副市长后! 黄俊仁为继续依托金

昭发展! 来到呼伦贝尔市下辖的海

拉尔市经商$金昭又利用职务便利!

帮助黄俊仁承揽了呼伦贝尔市旅游

局办公楼装修& 呼伦贝尔民航机场

有限责任公司国际候机楼装修等工

程! 并帮助黄俊仁协调开发商场和

公寓拆迁热电厂锅炉房事宜$

北京强龙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

长李长德也走了和黄俊仁相同的路

子$金昭任满洲里市副市长期间!在

李长德的公司与俄罗斯谈判投资建

设中俄互市贸易区过程中! 金昭帮

助李长德协调满洲里市各联检部

门! 还介绍李长德认识俄罗斯方面

的相关人员! 并带着李长德在俄罗

斯与俄方进行了几次谈判$ 金昭调

任扎兰屯市市委书记后! 李长德又

跟到扎兰屯开发住宅楼$

“朋友”———
投其所好按需送"礼#

商人追逐利益本无可厚非 !但

是! 总有那么一些人想通过巴结官

员! 靠官员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赚大

钱$ 一些官员就是经受不住利益的

诱惑!在为"朋友%帮忙理所应当的

自欺欺人的心理下! 一步步走上了

违法犯罪的道路$

为感谢金昭给予的帮助和关

照!并期望得到金昭的继续关照!一

些商人盯住了过年过节& 金昭出国

旅游考察&其家人生病住院等时机!

及时送上慰问金&感谢费$检察机关

指控!黄俊仁为了感谢金昭!曾送给

金昭房屋&汽车&现金等财物共计折

合人民币
+&!

万余元$

"&&"

年四五月的一天! 黄俊仁

对金昭及其妻子张建娥说! 想在北

京给金昭买一套房子! 金昭和张建

娥表示同意$ 黄俊仁先期支付了
"

万元定金! 用张建娥在黄俊仁木材

公司的投资款
+'0!

万余元转账支

付了房屋首付款!余款
-,

万元以张

建娥的名义办理了按揭贷款手续!

后黄俊仁交清了这套房子的贷款本

息共计
),

万余元以及测绘费&房屋

维修基金等款项近
1

万元$ 仅为金

昭买房子一项!黄俊仁就支付了
!"

万余元$

"&&-

年!金昭的母亲去世&

女儿出国留学! 黄俊仁又分别送给

金昭
+

万元人民币$

"&+&

年
,

月!金

昭的女儿购买了一辆价值
+1

万余

元的轿车! 其中黄俊仁支付
!0'

万

余元$

李长德也先后送给金昭人民币

"(0-

万元&美金
+0'

万元$其中!

"&&+

年&

"&&1

年至
"&&-

年春节! 李长德

每年以给金昭的女儿压岁钱的名义

送金昭或其女儿
+

万元$

"&&1

年
+&

月!得知金昭要出书

的消息后! 李长德赞助了
(0-

万元

出版费$

"&&-

年
(

月!李长德到满洲

里扎赉诺尔矿区参加金昭岳母的葬

礼时!送给金昭
+

万元$ 同年!李长

德得知金昭的女儿即将出国的消息

后!送给金昭
'&&&

美元$

"&&,

年
'

月! 得知金昭将随内蒙古代表团到

俄罗斯参加中俄友好年开幕式的消

息后!李长德又送给金昭
+

万美元$

此外!

"&&"

年冬天!金昭&张建

娥到北京看病时!李长德送给金昭人

民币
+&

万元$

"&&)

年!金昭的母亲

在天津住院时!李长德送了
+

万元人

民币$

"&+&

年夏天!金昭陪张建娥在

北京看病时!李长德又送了
1

万元$

“朋友”———
让他大开方便之门

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

的手短$拿了别人的好处!总要为别

人办事$金昭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

己的商人"朋友%大开方便之门!甚

至为违法行为开绿灯$

"&&+

年! 李长德的公司在承建

满洲里市中心区改造工程过程中!

其公司委托的施工方挖断了热力管

道&通讯电缆!相关部门要追究李长

德公司的经济责任$ 李长德请金昭

帮忙!金昭协调公安&供暖和电信部

门! 使李长德的公司免予承担赔偿

责任$另外!金昭还协调满洲里市地

税部门! 解决了李长德的公司在开

发过程中的地税稽查问题( 金昭调

任扎兰屯市市委书记后! 李长德到

扎兰屯开发住宅楼!

"&&1

年!金昭协

调使其公司享受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 并且督促相关部门落实优惠政

策!为李长德的公司谋取利益$

"&++

年六七月的一天! 扎兰屯

市全兴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经理李

会民为了使其公司能享受内蒙古自

治区对用电企业的优惠电价政策!

请金昭帮忙! 金昭给呼伦贝尔市经

信委有关人员打电话要求帮助解

决$ 李会民在金昭的办公室送给其

人民币
+&

万元$后呼伦贝尔市经信

委向内蒙古自治区经信委打报告为

李会民的公司争取享受优惠电价政

策!自治区经信委批复同意$

"&+&

年三四月! 阿荣旗音河乡

富吉村)白瓜子市场%为申请自治区

"双百市场% 建设项目补贴资金!时

任富吉村村支书& 村委会主任&"白

瓜子市场% 负责人谢玉君通过时任

音河乡党委书记何海权和时任阿荣

旗副旗长的韩广文送给金昭人民币

+&

万元 !金昭予以收受 !并明确表

示对此事予以支持$ 他召集相关部

门开会研究! 要求呼伦贝尔市商务

局大力支持$

发财之道———
提拔干部$安排工作

制度和机制的不健全! 为缺乏

党性原则的官员谋取私利提供了土

壤$金昭也不例外!他多次利用职务

便利! 收受他人钱财! 推荐提拔部

属!为他人安排工作$

"&+&

年夏季! 满洲里市的个体

户王运印为了请金昭给其大学毕业

的儿子王玉锁安排工作! 送给金昭

+'

万元!后经金昭找人得以安排$

"&+&

年至
"&++

年!时任扎兰屯

市旅游局局长的曹宏煜! 想到呼伦

贝尔市旅游局担任副局长! 多次请

托金昭向组织部门推荐她$ 金昭答

应推荐! 并要求时任呼伦贝尔市旅

游局局长钱瑞霞与其一起向组织部

门推荐$他指使钱瑞霞于
"&++

年
++

月召开市旅游局党组会! 研究推荐

曹宏煜担任市旅游局副局长事宜!

并向组织部门书面报告$ 金昭也曾

两次向时任呼伦贝尔市市委组织部

部长韩宪军建议将曹宏煜调至市旅

游局担任副局长$

"&++

年
+"

月!曹

宏煜为请托金昭进一步向组织部门

和市领导推荐她! 送给金昭
+&

万

元$

"&++

年底!曹宏煜被任命为市旅

游局副调研员$为感谢金昭的帮助!

"&+1

年
+

月! 曹宏煜到金昭家里以

过年看望领导为名 ! 又送给金昭

'&&&

元$

"&++

年底至
"&+"

年春节期间!

薛北辰多次请托金昭为其儿子薛楠

安排工作$

"&+"

年春节前! 金昭向

时任呼伦贝尔市旅游局局长的钱瑞

霞打招呼! 将薛楠安排到该局做临

时工$后来!薛北辰请托金昭帮忙给

薛楠解决正式事业编制! 金昭答应

帮忙$

"&+"

年三四月份的一天!薛北

辰在金昭的办公室送给其
+&

万元!

金昭予以收受$

此外! 金昭还向自己分管的呼

伦贝尔市旅游局索贿$

"&+"

年
-

月!

金昭陪同自治区领导去欧洲参加圣

彼得堡第
1-

届世界遗产大会前!将

时任呼伦贝尔市旅游局局长的刘长

顺叫到其办公室!以"陪同领导出国

考察需要一些费用%为名!要求刘长

顺为其准备一些美元$ 刘长顺遂通

过呼伦贝尔市阳光之旅旅行社及该

市绿通旅行社兑换了
"

万美元!交

给金昭$ 用于兑换
"

万美元的
+"0,)

万元人民币由绿通旅行社总经理申

玉梅支付$

"&+"

年
,

月!呼伦贝尔市

旅游局在支付该局拖欠绿通旅行社

为旅游局接待香港& 台湾旅行考察

团支付的费用时一并支付了该

+"0,)

万元人民币$

衷心希望———
别牵连爱人女儿

世上能买到很多种药! 却永远

买不到后悔药$据了解!在查办金昭

案过程中! 检察机关录制了同步录

音录像光盘
-"

张!查封了金昭在北

京某小区的房产一套(冻结&扣押金

昭& 张建娥夫妇名下银行存款
+""+

万余元人民币$ 内蒙古自治区纪委

扣押其现金人民币
"!0"1

万元&港币

++0-,

万元&美金
"0+!

万元!白金项

链一条$

面对犯罪事实! 金昭已经没有

了后悔的机会$ 他在交代材料中这

样写道*)谁都不能怨! 就是我没能

很好地按照党性原则办事$ 我和商

人交朋友!他帮我买房&帮我买车!

我帮他联系了一些工程! 结果我走

上犯罪道路$我现在明白了!他们和

我交朋友是看我能帮他们办事++

如果我不是书记&不是副市长!可能

就不是这样$ 如果我不在这个岗位

上!他们一定不会和我交朋友!而是

会和,李书记&王市长-交朋友.我衷

心希望组织上不要牵连我爱人和我

心爱的女儿!罪过是我铸成的!我愿

意承担应该承担的后果$ %

倡廉·畅言
CHANGLIANCHANGYAN

□牛旭东

可以说# 金昭一步步走上违法

犯罪的道路#与!交友不慎"有一定

的关系# 但关键是他没能把握住官

商交往的界限$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

两会期间曾经指出#现在的社会#诱

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

纷繁的物质利益# 要做到君子之交

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

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

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从媒体曝光的许多腐败案例不

难看出# 一些贪官的犯罪大多与工

作中结识而成为 !朋友" 的商人有

关# 与商人交往攀比# 心理落差加

大#导致私欲膨胀#加上不法商人看

中官员手中的权力# 想方设法对官

员进行拉拢利诱$ 而官员出事前都

把包裹着!贿赂之心"的糖衣炮弹当

作友情#把!潜规则"当作自己应得

的回报#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由

此可见#怎样和商人交往#和商人交

往的底线是什么#值得为官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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