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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只求半称心”的哲思

在杭州灵隐寺内,悬挂了一副对联:“人生哪能多如意,

万事只求半称心。”细观这则对联,内容虽然朴实无华,却

饱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万事只求半称心”,并不是没有追求、没有目标的表

现,也不是消极无奈、暮气沉沉,更不是玩世不恭、庸碌无

为,而是一种人生智慧和处世哲学,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心灵

状态。为人处世,如果能经常做到摒弃浮躁心态、排除外物

干扰、清除私心杂念,潜下心来钻研,那更有可能在平淡的

生活和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起的业绩。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生在世,必然会遭遇到这样

或是那样不如意的事:有人事业无成,碌碌一生;有人仕途

不顺,怀才不遇;有人家庭失和,妻顽子劣……可以说,人

生正是由这诸多不如意构成的。正如智者所言: “得到了爱

情未必拥有金钱;获得了金钱未必能拥有快乐;拥有快乐又

未必能享受到健康,即便是拥有健康,也未必一切如愿以

偿。”这段话恐怕也是对 “半称心”状态的另一种概括与

总结。

然而,在当下却有少数领导干部过度追求 “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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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这样的人,对组织给予的各种待遇,总是不知足,不

是埋怨官职不够高,就是嫌弃收入太少;不是抱怨工作紧任

务重,就是认为组织对自己关心不够……这些人常常是 “这

山望着那山高”,得陇望蜀。例如,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

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政治上攀附、经济上贪婪、道德

上败坏”,真可谓一个追求 “万事如意”、欲壑难填、贪得无

厌的典型。

对党员干部来讲,保持一种 “半称心”的心态,在人生

道路上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就不是什么难事,就能够既

不做名利的奴隶,也不为钱财所左右。例如,湖南省委原副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培民,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担任州委书记期间,爬湘西最难爬的山,走湘西最难走

的路,去湘西最穷的村子,住湘西最穷的人家,带领湘西人

民走上致富道路。从政数十载,他从未用权力谋过半点私

利,没有收过一件不能放到台面上的东西。可以说,在物质

利益面前,郑培民无疑是个知足的人,从不追求 “称心”。

然而,在为人民服务上,他又是如此不知足,工作上未尝有

片刻的放松与懈怠。无论是当市委书记、州委书记,还是省

委副书记,两个雅号始终伴随郑培民:一个是 “三不书

记”———说他不唱高调,不做表面文章,不搞政绩工程;一

个是 “三民书记”———说他爱民、亲民、一心为民。

“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希望更多的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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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在物质享乐面前能够时常思索 “下场”,在为民谋利方

面又能多想想 “上场”,多考虑下如何让百姓 “称心”,少考

虑些自己的 “称心”。(中国纪检监察报)

只求 “耳根清净”,岂有 “风平浪静”

组织要求,不听! 同事劝告,不听! 亲人提醒,不听!

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了福建省福州市政协社会和

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俞昌林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其中提到

俞昌林曾痛心忏悔自己对好心劝告不愿听、听不得, “成了

‘三不听’干部,沦落到如今下场”。

“三不听”干部不过是自欺欺人。在大家眼中,其做派

可笑可悲。面对亲朋的逆耳忠言,俞昌林像一个 “木头人”,

不为所动或者顾左右而言他;面对同事的善意批评,他又极

具攻击性,千方百计打击报复;面对组织的审查调查,他拒

不配合、负隅顽抗,总觉得 “为何跟我过不去”。而面对围

猎者的 “甜言蜜语”,俞昌林不仅听进去了、动心了,还沉

迷其中。他一心寻求 “耳根清净”,容不下任何 “杂音”,甚

至发展到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地步,其结局正应了一

句古话:天欲其亡,必令其狂。

事实一再证明,只求 “耳根清净”,反倒徒生烦恼,这

样的人生总有波澜,风不平浪不静。如,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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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副主任谭栖伟在落马后悔恨自己没听母亲的话, “河边走

她怕我湿鞋,锅边转她怕我偷吃油渣。我哪怕是带点土特产

回去,我母亲都要追问究竟是哪里来的谁送的,有时候她觉

得不正常还要让我退回去。”然而母亲的叮咛并未让谭栖伟

清醒,他甚至觉得母亲年纪大了,思想很正统,还老是埋怨

她,结果则是自己身陷囹圄。江苏省东台市政协原党组成

员、市委统战部原部长秦志水对上级的批评充耳不闻,对同

事的建议 “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把单位当成 “私

人领地”,一意孤行,以致犯下不可挽回的大错……类似案

例还有不少,教训十分深刻。

“忠言逆耳利于行”。党员干部不论是否担任领导职务,

身处何种岗位,都应当容得下不同声音,听得进批评意见。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犯错并不可怕,只要时刻摆正自己的

位置,保持 “兼听则明”的清醒,怀着 “闻过则喜”的心

态,在问题萌芽之时就及时 “刹车” “掉头”,不走 “第二

步”错路,就不会落到 “满脸污垢丑煞人”的地步。 (中国

纪检监察报)

迷途知返悔罪悔过才是正确出路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河北省政协原

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艾文礼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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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是,通报中 “提出减轻处罚的建议”的表述,是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对外发布的中管干部党纪政务处分通报中首次

使用。

结合艾文礼通报中 “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过”的情节

不难看出,对于自动投案并向组织如实交代问题的违纪违法

党员、干部,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既坚持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纪为准绳,准确定性,严肃惩处,又充分区

别不同情况,宽严相济,精准恰当予以处理。

体现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自首作为一项法

定量刑情节,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司法成本、

及时发现和打击犯罪,另一方面有利于鼓励犯罪分子勇于认

罪悔罪,改过自新,争取从宽处罚,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

刑事政策,体现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兼顾了

惩戒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

贯彻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贯方针。“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艾文礼投案自首这种现象

是反腐败高压态势下的必然结果,反映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坚决惩腐肃贪形成的高压震慑,但是投案自首并不是既

往不咎,只有实事求是查处他的违纪违法问题,才能既坚持

原则又体现政策,才能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体

现了我们党在重视纪律惩戒的同时也重视思想教育,对违纪

违法党员干部努力做好思想转化和教育改造工作,避免其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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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更大的错误。

为步入歧途的党员、干部指明出路。党纪处分条例明确

指出,“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违反国家

法律法规,违反党和国家政策,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危害

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依照规定应当给予纪律处理或

者处分的,都必须受到追究。”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的零容忍态度,无

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要受到惩处,

任何人都不应有侥幸心理。

艾文礼投案自首后被提出减轻处罚建议的案例,为那些

已经走上歧途的党员、干部指出了一条明路:唯有对党纪国

法怀有敬畏之心,主动向组织投案自首并如实交代问题,迷

途知返,真诚认错悔错,才能争取得到党和人民的宽大处

理。(中国纪检监察报)

兼职岂能随意　酬劳不可乱拿

“一人违规领两份工资,该查!” “现在对公职人员的管

理真严格,哪怕退休了也没逃开。”……近日,一则浙江省

台州市温岭中医医疗中心 (集团)违规为兼职人员发放津补

贴被查处的通报,在当地引起热议。

原来,2009年,温岭市科学技术局原副局长叶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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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中共党员)被委派至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筹建指挥部

兼职基建管理工作,该医院每年向其发放各项补贴8万元,

后来这一标准提升至9.5万元。截至2017年9月,叶荣华

共违规领取报酬450920元。最终,经温岭市纪委监委研究

决定,给予时任温岭中医医疗中心 (集团)主任陈福春诫勉

谈话处理,叶荣华违纪所得被收缴。

近年来,公职人员兼职取酬的现象并不鲜见,一些人一

边领着国家发放的工资,一边拿着企业优厚的酬劳,在本职

与兼职中穿梭,妄图 “权” “利”双收。对于这个问题,各

地挥出重拳,认真清理领导干部违规兼职取酬问题,让

“权”与 “利”彻底分家。

当官发财当两道,“权”“利”双收梦难成。对于公职人

员违规兼职取酬,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党内纪律,都作出了

严格规定,传递出明确信号:当官发财,应当两道。然而,

有的党员干部并不这样认为,一些人觉得未办理退休手续但

不担任现职就可以待在兼职增收的 “灰色圈”中,安然获取

两份收入。

表面是 “钱袋子”,实为权力寻租 “过墙梯”。违规兼职

屡禁不止,最直接的 “动力”即为利益驱使,不少官员将兼

职当成增收的 “钱袋子”,不加收敛地领取各种名目的报酬。

违规到企事业单位任职,不仅违反廉洁纪律,还容易滋

生腐败问题,为权力寻租提供 “过墙梯”。杭州市政府原副

—8—



秘书长,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原党委书记、副总指挥王光

荣,在退休后的第二个月,就进入某房地产集团任职,领取

高额年薪,把手中的权力影响力视作变现的筹码,以咨询费

名义收受巨额贿赂。最终王光荣因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

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纪律有 “红线”,“两栖”必被查。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四条、九十七条对违反有关规定兼

职取酬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为官发财应两道,这应该成为

一个共识。想要两头占,必然两头空,违规兼职的领导干部

要尽早警醒。违规者,应主动向组织交代,退还所获。观望

者,则应心存忌惮,引以为戒。(中国纪检监察报)

最后捞一把? 趁早断了歪念!

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了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

原党委书记任凤春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例剖析。在象征着纯洁

的 “象牙塔”里,任凤春违背党的宗旨,无视法纪、以权谋

私,一切只为 “最后捞一把”,给自己的人生烙下黑暗的印

记,成为令人不齿的 “反面教材”。

值得注意的是,任凤春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主要发生在

担任学院党委书记期间。在这八年里,他从一名优秀的教育

工作者、党员领导干部一步一步沦为欲望的奴隶、金钱的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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儡,最终滑入犯罪的深渊。任凤春的人生之所以出现 “剧情

反转”,在于其走上正厅级领导岗位后,逐渐放松了思想改

造,尤其是他认为自己仕途到了 “最后一站”, “最后捞一

把”的念头不断侵蚀着他的思想。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

思想上的滑坡,让任凤春开始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基建项

目、物资采购都成了他 “发财”的捷径,干部调整、过年过

节也成了他 “致富”的时机。

发生在任凤春身上的 “剧情”,让人感觉似曾相识,在

很多落马官员的案例中都能找到 “雷同之处”。比如,随着

职务提升、年龄增大,能清晰看见仕途的 “天花板”,自认

为 “船到码头车到站”,转而 “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了直

接、疯狂而又愚蠢的敛财行为”。有人如任凤春一般,明目

张胆地用权力 “支摊”做生意,不管是谁,均是来者不拒、

照单全收;有比任凤春 “聪明”的,搞不易被发现的 “期权

腐败”,在位时不收钱、退休后 “提现”。

党员干部腐化变质,与理想信念滑坡、党性修养缺失、

纪律意识淡薄密不可分。任凤春们 “最后捞一把”的疯狂,

也不例外。主观世界的自我迷失,“导演”了行为上的失控。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作为领导干部,不论职

务高低、权力大小,一定要增强抵御诱惑、守住底线、廉洁

自律的定力。否则,无论为官之初才干多出众、政绩多显

著,心魔不除、欲壑难填,就很容易一步步滑向违纪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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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渊。

贪与廉,从来由己不由人。所以,趁早断了歪念,否则

一步错步步错,最终结局就会如任凤春在忏悔书中所言:

“生活给予我们的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实际需求,金钱财

富,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为了钱财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悔

恨交加……”(中国纪检监察报)

莫在不良爱好上迈出 “第一步”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几起年轻干部沉迷于网络赌博,走

向违法犯罪的案例。其中,有国有企业财务人员两年挪用公

款2683万元参与 “网络时时彩”赌博;有保险公司 “90

后”干部陷入网络赌博不可自拔,不惜骗取巨额保费,致使

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有社保局出纳挪用2000多万元社保资

金用于网络赌博……

梳理一些青年干部从奋发有为到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的

轨迹,可以发现,正是因为在不良爱好上踏出了 “第一步”,

才会近乎着了 “魔”,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最终滑向贪污腐

败的深渊。这样的代价不可谓不惨痛,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有些不良嗜好绝不能碰,一碰毁一生! 尤其对于青年来

说,自制力尚浅,如果稍不注意,染上不良爱好,想戒掉就

难了。俗话说,一次小让步,次次守不住。不少年轻干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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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创新意识强、工作干劲足等特点,这不可否认。但是,

受到阅历、经验等因素限制,分辨是非和自我约束的能力往

往存在不足,容易受到不良风气的侵蚀和诱惑。一旦沾染了

不良嗜好,迈出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

明代哲学家王廷相曾讲过一个 “轿夫湿鞋”的故事:一

轿夫穿了双新鞋,刚开始还小心翼翼挑选干净地面落脚,但

在不小心一脚踩进泥水后,就再也不顾及新鞋了。想一想,

那些因不良爱好而腐化堕落的年轻干部不正如故事中的轿夫

吗? 从刚开始很小心地 “择地而行”,到 “清白堡垒”被攻

破后而 “不复顾惜”,再到最后 “鞋子”尽湿。作为年轻干

部,要时刻谨记 “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

不至矣”,自觉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坚持高尚的精神追求,

远离低级趣味,注意防微杜渐,坚决抵制腐朽没落思想观念

和生活方式的侵蚀,谨防不良爱好成为自我套牢的 “缰绳”。

(中国纪检监察报)

始终牢记权力姓 “公”不姓 “私”

针对网传 “女教师因罚站学生被带入派出所数小时”一

事,湖南株洲县有关部门近日通报了调查和处理结果:涉事

的渌口派出所副所长赵明众系违规使用公权力,决定给予记

大过处分、免去副所长职务,并调离公安系统;同时,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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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渌口派出所等相关人员给予问责处理。该县纪委监

委调查认为,赵明众作为共产党员、公安干警,在处理师生

关系、家校关系的过程中,违规使用公权力。违反公安机关

办案回避规定,违规派警处理涉及本人家庭成员与他人的纠

纷,且处置不当。

学生迟到,老师怎样处理,如果不涉及违反国家法律法

规和违背社会公德,都属于教育方式方法的范畴。家长对此

有异议,可以通过与学校、老师沟通的方式来解决。如果老

师违规或者存在师德师风等问题,还可以向教育主管部门反

映或者投诉举报,涉及违法犯罪的也有相应的法律解决渠

道。“女教师因罚站学生被带入派出所数小时”一事,之所

以引发社会关注,许多人表示愤怒、不满,原因就在于在这

一事件中,涉事民警因为一己之私,就随意动用手中的公权

力,以讯问调查为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这样的做法,就

是违规使用公权力泄私愤。

权为民所赋,就应为人民群众服务,而不是行使者的个

人私权,不能谋取个人利益,更不能成为挟私报复的工具。

要知道,公权力一旦被滥用,不但损害群众利益,也会破坏

干部队伍形象,甚至个别人犯错误可能要让更大一个工作群

体来 “背锅”,还可能会导致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受到影响。

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坚决予以纠正。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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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以用权,深刻指出 “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

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

权、不以权谋私”。一方面,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始终牢记手中的权力姓 “公”而不姓 “私”,始终不忘共产

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铭刻在

心,落实在行动上。另一方面,必须严格规范和约束公权力

的行使,用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为权力划出边界、定下规

矩。《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对于惩处滥用职权的行为有着明确的规定,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制度也对公职人员正确行使权力作了详细

规范。

有权不可任性,用权必受监督,滥权必被追究。当前,

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正向纵深推进,党章党规和宪法法律赋予

了纪检监察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两项职责。强化对

广大党员干部和所有行使公权力公职人员的监督,正是改革

的一个重要目的。无论是领导干部、公办单位的管理人员,

还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等等,只

要行使的是公权力,都是监督监察的对象。广大党员干部以

及公职人员要自觉在党纪国法等的约束下行使权力,自觉接

受监督,养成在监督下履行职责的习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

脑,经常对照检查,防微杜渐,慎重用权,严格自律。 (中

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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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敬畏,无好果

“安居区水务局原党组成员、区毗办原主任、区三仙湖

水库管理局原局长唐良友因严重违纪违法,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近日,四川省遂宁市纪委监委通报的一起案件,在安

居区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查得好! 这样的干部就

该查!”

据报道,2013年4月到2018年4月的5年间,时任三

仙湖水库管理局局长的唐良友绕过集体讨论,擅自决定租用

家人车辆,产生租车费用40余万元。与此同时,他利用担

任单位一把手的职权,先后聘用近亲属5人,占员工总数近

30%。相同岗位员工,与其有亲属关系的薪酬定得高,而与

其无亲属关系的薪酬则定得低。他的大部分违纪违法行为都

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甚至在中央巡视组进驻四川巡视时

仍在疯狂敛财,收受一项目施工方贿赂15万元……

这些问题,可以说每一桩都不难被发现,但唐良友干得

那叫一个明目张胆! 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竟有如此毫不收敛

的行径,足见其利令智昏和无所敬畏的程度。长期以来,唐

良友大事小情 “一把抓”、决策拍板 “一言堂”,把单位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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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 “专属领地”。失去了对权力的敬畏,唯我独尊,不

可一世,危险也就随之而来。

有句话说得好,“失去敬畏就失去了信仰。”有的党员干

部走上领导岗位后,自我膨胀了,自认为坐上某个位置、拥

有今天的地位是 “个人努力奋斗来的”“凭本事挣来的”,于

是干起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勾

当,与入党时、从政之初的信仰、初心背道而驰。

无敬畏,无好果,这是党员干部都要记住的箴言。须

知,在铁一般的党纪国法面前,任性妄为的 “无畏者”最多

得意一时,等待他们的结局,只会如唐良友这般,碰得头破

血流,输个精光彻底。(中国纪检监察报)

疯长的贪婪之树

———郑州市林业局原调研员冯长有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已经退居二线、即将退休的河南省郑州市林业局原调研

员冯长有没有等到平安着陆,更没能等来安享晚年的幸福生

活……

冯长有,男,1960年6月出生,历任郑州市林业局助

理调研员、总工程师、副局长、调研员等职务,自1983年

参加工作以来,一步步成长为一名正县级干部。然而,在临

近退休之际,冯长有却因严重违纪违法被郑州市纪委监委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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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审查调查。

经查,冯长有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

国家法律法规,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经郑州

市纪委常委会议和监委委务会议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给

予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

犯罪问题及涉案款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当郑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向冯长有宣布上述决定时,

他痛哭不已,满心的悔恨已经无法挽回其往日的风光。

信念缺失,当官却念生意经。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

神支柱和前进灯塔,是人生的 “总开关”。理想信念不坚定,

就会在风雨中东摇西摆。冯长有正是因为长期沉溺于营利活

动,一步步丧失了理想信念,抛弃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奉为圭臬。

冯长有自1996年任郑州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并

主持工作以来,多次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以其姐夫陈

某等多名亲属的名义,先后在其负责的多个绿化项目中承揽

工程,谋取私利。同时,冯长有还以陈某名义经营苗木场,

并将该苗木场中的树苗销售至其本人负责的多个工程项目

中,谋取私利。2017年1月,冯长有与他人注册成立了郑

州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白某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冯长有则为实际控制人。该公司共筹集入股资金1820万元,

其中冯长有以其儿媳崔某、姐夫陈某等多名亲友的名义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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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入股840万元。

“痛定思痛,我之所以会走到今天的地步,根本原因在

于长期热衷于各种营利活动,逐渐丧失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

念,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冯长有在接受组

织审查期间对自己的违纪违法根源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敛财不择手段,权力当成自家的。古人云:“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翻开冯长有的档案,不难看出,他也曾是一名

优秀的党员干部,但走上领导岗位后,却把党的纪律、党性

原则抛诸脑后,沉溺经营活动,为了敛财不择手段,一步步

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2000年前后,冯长有以郑州市绿化

办名义租地建了一个苗木场,绿化办出资兴建了房屋等基础

设施,并购买了两批雪松,栽种至该苗木场。后来,冯长有

利用职务之便,将该批雪松的大部分用于其以亲属名义承建

的绿化工程,其余陆续售出,所获工程款和销售款被其据为

己有,剩余的雪松和房屋等基础设施于2014年底被列入拆

迁范围,所获拆迁补偿款也被其据为己有;2012年,在郑

州市某绿化项目招标中,冯长有利用其担任郑州市林业局副

局长的职务便利,给负责该项目的本局工作人员打招呼,违

规操作帮助工程承包商王某中标该工程部分标段。2014年

11月,王某收到了该工程拨付的工程款,而当时冯长有与

他人合伙经营的某公司正好急需资金,于是冯长有便向王某

要了一半的工程款,用于其公司的运营;2015年10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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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长有实际出资、白某具体负责的土地平整施工过程中,发

生了一起安全事故,造成1人死亡。为了免受处理,冯长有

指使白某托人向时任新密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樊某

(另案处理)行贿35万元,致使该事故责任人未受到任何处

理;冯长有身为郑州市林业局副局长,本应担负起造林护林

之责,然而在利益面前,他却彻底放弃了责任。2014年下

半年至今,冯长有等人在未经林业主管部门许可的情况下,

租地平整后用于郑州某公司的建设经营,致使大量土地遭到

破坏。经国家林业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公司非法占用林

地面积约162.41亩、耕地面积约56.03亩,原有林业种植

条件已被严重破坏。

“我现在真是肠子都悔青了! 一想起这事,自己总想打

自己的脸,有时咬牙痛哭,恨自己做了一件永远都无法挽回

的错事。”冯长有在忏悔书中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后悔不已。

迷信神佛,烧香求平安。郑州市纪委监委在对冯长有涉

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审查过程中,冯长有不断地强调其有脑

梗塞发作经历,抢救后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对自身问题则

避重就轻,妄图蒙混过关。此后,专案组先后9次与其进行

谈话,但其均不如实说明有关问题,并多次与白某等多名证

人串供,指使他们在接受组织谈话时,隐瞒真实情况,同时

指使其姐夫陈某装病住院,还让其亲属张某等人外出躲藏,

给组织审查工作制造障碍。此外,冯长有在谈话期间,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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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迷信,在张某接到专案组通知而拒不到场接受询问的情

况下,于2018年6月6日凌晨,与张某一起连夜乘车赴禹

州某村庄,找算命先生烧香 “求平安”。在其被留置后,依

旧执迷不悟、冥顽不灵,始终不愿如实说明自身违纪违法问

题,态度恶劣、对抗组织审查。后在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

在专案组的教育引导下,其思想才得以扭转,承认错误并如

实交代了自身违纪违法问题。

2018年9月12日,冯长有因涉嫌贪污、受贿、行贿等

犯罪,被移送郑州市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中国纪检监察报)

送:省直和中央驻豫各单位党组 (党委)书记、机关党委书

记,省直工委领导班子成员

发:省直和中央驻豫各单位机关纪委书记,省直工委各部门、
各单位

中共河南省直属机关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 2018年10月30日印发

(2018年10期·总第27期,共印5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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