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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如何进行纪律审查？ 第三个“开放日”来了

省纪委花山工作基地首次公开
本报讯（记者王雪）纪委如何进行
纪律审查工作？ 今年以来有多少“老虎
苍蝇”落马？昨天，省纪委监察厅举办第
三个“开放日”活动，社会各界50多名
代表走进省纪委监察厅机关、省纪委花
山工作基地。 其中，省纪委花山工作基
地首次向外界开放，纪律审查工作揭开
了面纱。
昨天上午8点多，代表们首先来到省
纪委监察厅机关， 参观省纪委监察厅网
站。 每当有案件查处的重大消息，网站会
第一时间发布， 如今省纪委监察厅网站
每天的平均访问量超过了1万人次。
省纪委花山工作基地于今年1月

27日启用。 工作人员带领代表们参观
了谈话室， 来到谈话室的大多是证人，
他们谈话的时间安排灵活，当天谈完当
天就可以离开。 谈话室中间，摆放着一
张桌子和三把椅子，一般情况下，一名
谈话对象要有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工作
人员在场。
随后，代表们又参观了被调查人员
和办案人员工作、生活的场所。 被调查
人员工作、生活房间是这栋楼的核心区
域，来到这里的被调查人员多是被“纪
律审查”的副厅级以上干部。 这栋楼都
须凭权限才能进入。 在一楼，有为被调
查人员设置的医务室， 配备5名全科医

周 亨 华 ，2012 年 1 月
任咸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
员、副主任。 周亨华不如实报告领
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违反组织人事
纪律， 违规安排身边工作人员转干、提
拔、调动；违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接
受礼金；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与他人通
奸；在工程建设、干部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收受贿赂； 不正确履行职责， 滥用职
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违反财经纪律，
弄虚作假，违规划拨国家财政经费，其
行为严重违犯党纪。因其滥用职权、
受贿问题涉嫌犯罪，2015年6月
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
理。

生和5名护士，为被调查人员进行常规
体检，建立健康档案，每天医务人员还
会巡诊、送药。
和谈话室一样，房间的墙壁、桌椅
都进行了软包处理，并配备了床、洗手
间，面积约有35平方米。 电器开关都在
房间外面，供水、供电实行房外总控技
术，不留安全隐患。 房间内，有4个高清
摄像头，24小时全方位监控，并会实时
将画面传输至专案组、总监控室及案管
值班室。 房门则为双层，以便隔绝外面
的声音。
工作人员介绍，被调查人员一般是
早上6点30分起床，中午有午休，晚上

程群林，2014年4月
任咸宁市委常委、市总工会
主席。 程群林违反领导干部廉洁
自律规定，接受礼金；在土地出让、工
程建设、 干部提拔等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收受贿赂；不正确履行职责，滥用
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其行为严重
违犯党纪。 因其滥用职权、受贿问题
涉嫌犯罪，2015年3月被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处理。

11点前休息，他们可以读书、看报。“被
调查人员的伙食标准略高于办案人员，
床单、被罩用脏了可以随时更换”，工作
人员介绍，当被调查人员有读书、看报
需求及吃饭时，都会有经过授权的工作
人员送进来。
“
不能因为底线失守，就让一生毁于
一旦”，首次参加开放日的武汉市社科院
研究员黄红云参观完工作基地后感慨，
她建议应该将参观环节纳入各级领导干
部的培训中， 让领导干部有更直观的感
受。 监利县县长黄镇的感触也颇多，他说
道，看到了省纪委自信、开放的态度，见
证了反腐效果，
“
四风”得到了遏制。

李 寿 垓 ，2009 年 3 月
任省农垦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李寿垓违反领导干部廉洁自
律规定，接受礼金；挪用公款供他
人使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项目
扶持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
贿赂；其行为严重违犯党纪。 因其
挪用公款、受贿问题涉嫌犯罪，
2015年6月被移送检察机
关依法处理。

今年上半年
湖北6428人被处分

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原副主任被移送检察机关

邹太新，2011年
9月任洪湖市委书记。 邹
太新违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规定，接受礼金；在房地产 开
发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
贿赂， 其行为严重违犯党纪。
因其受贿问题涉嫌犯罪，
2015 年 4 月 被 移 送 检 察
机关依法处理。

昨天，省纪委第三个“开放日”活动召开新
闻发布会， 通报了今年以来纪检监察机关纪
律审查工作进展。 上半年，全省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共受理信访举报72998件（次），对其中反
映党员干部的问题线索进行初步核实9816
件，立案查办违纪案件8575件，已经结案6445
件、处分党员干部6428人，移送司法机关342
人，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67亿元。 同时，
省纪委省监察厅还通报了直接运用纪律审查

措施和开展组织协调查办的典型案件。 此
外，目前还有随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传
根，省政协原常委、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原党委
委员、总经理杨步国，武汉市政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吴勇，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党组成员、省
版权局副局长陈连生， 十堰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成员、副主任杨郧生，黄冈市委委员、黄梅
县委书记余建堂等严重违犯党纪的领导干部
正在接受组织审查。 记者王雪 通讯员宋乐静

数读省纪委上半年成绩单
共问责340人，处理189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51人

肖作文，2012年1月任
恩施州副州长。 肖作文违反领
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 接受礼金；
违反社会主义道德， 与一名女性长期
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在项目建设、企业
经营、 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
益收受贿赂， 其行为严重违犯党纪。 根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
经省纪委、省监察厅审议并报省委、省政
府批准，给予肖作文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 因其受贿问题涉嫌犯罪，
2015年4月被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处理。

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6个， 处理3132人， 开展3轮明察暗
访，处分厅级干部9人、处级干部135人
立案8575件，查处厅局级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363人、乡科级干部1682人
追回外逃出国（境）人员9人
查办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件39件

龙 福 清 ，2012 年 1 月
任黄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主任。 龙福清违反领导干
部廉洁自律规定，在单位违规报销
应由个人支付的有关费用、 接受礼
金；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等方面为
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其行为严
重违犯党纪。 因其受贿问题涉嫌
犯罪，2015年5月被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处理。

王 绍 志 ，2013 年 5
月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决策
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正厅级巡视
员。 王绍志违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规定，接受礼金、违规买卖股票、为子
女经营活动谋利；在工程建设、企业上
市、房地产开发、土地征用拆迁等方面
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 其行为
严重违犯党纪。 因其受贿问题涉
嫌犯罪，2015年5月被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处理。

马秋平，2012年 5月
任荆州市政府党 组 成员 、
副市长。 马秋平违反领导干部
廉洁自律规定，接受礼金；在土
地征用、项目建设、房地产开发等
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
其行为严重违犯党纪。 因其受
贿问题涉嫌犯罪，2015年4月
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
处理。

陈 家 堂 ，2012 年 3 月 ，
任随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
员、副主任。 陈家堂在干部选拔任
用及在企业经营、承接工程项目等方
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其行为
严重违犯党纪。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省监察
厅审议并报省委、省政府批准，给予陈
家堂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因其
受贿问题涉嫌犯罪，2015年5月
被移送检察机关 依 法处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