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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法治4

我区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 方 网 记 者 刘 惠）

元旦、春节将至，为坚决防

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

12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

纪委监委通报六起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

案例，涉及公款旅游、公款

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

公车私用、违规发放津补

贴或福利、不作为、乱作为

等多种情形，违纪违规干

部均受到严肃处理。

一. 包头市群众艺术

馆原馆长芦利民违规公款

旅游、公款吃喝等问题。

2013 年 8 月，芦利民代表

包头市群众艺术馆赴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参加现代民

间绘画巡展，巡展结束后

赴敦煌、西安、西宁等地参

观游览；2016 年 12 月，芦

利民参加包头市总工会在

海南省三亚市组织的劳模

疗休养，结束后赴文昌参

观火箭发射基地后返回，

芦利民将上述两次发生的

交通费、住宿费和差旅费

共计 6716 元在本单位报

销。2014年8月，芦利民在

包头市某餐饮娱乐公司接

待亲友吃饭、娱乐等，花费

950元；同年12月，芦利民

参加在浙江省宁波市举办

的 2014 年中国文化馆年

会，期间宴请从事群众文

化方面的其他省市同行，

花费 1868 元，芦利民将上

述两笔费用在本单位报

销。2020 年 10 月，芦利民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违纪资金均予以收缴。

二. 锡林郭勒盟统计

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白泉

违 规 收 受 礼 金 等 问 题 。

2007 年至 2017 年，白泉任

正镶白旗常委、政府副旗

长以及东乌珠穆沁旗常

委、统战部部长、政府副旗

长、旗委副书记期间，收受

辖区有关业务经营者 2 万

元礼金；为其女儿违规操

办婚宴，收受管理服务对

象礼金 26 万余元；利用职

权影响和职务便利，违规

在管理企业报销其个人费

用 4.5 万元。同时，白泉还

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

2020 年 9 月，白泉受到开

除党籍处分，政务开除处

分，违纪资金均予以收缴。

三. 赤峰市巴林左旗

林草局建设股副股长张建

军公车私用问题。2020年6

月 14 日（星期日）上午，张

建军与他人驾驶旗林草局

公务用车，先后到富河镇沙

那水库、碧流台镇大良沟风

景区、十三敖包镇洞山水帘

洞游玩。2020年9月，张建

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四. 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前旗政府原副旗长、公

安局原局长贾净博违规发

放福利、收送礼品礼金等

问题。2015年中秋节、2018

年及 2019 年春节，贾净博

在担任乌拉特前旗公安局

政委、局长期间，为12名局

党委委员发放福利费共计

7 万元。2015 年中秋节前

后，贾净博安排工作人员

用公款购买了价值30余万

元的物品，用于过节送礼。

此外，2015 年至 2019 年中

秋节、春节期间，还多次收

受企业和个人赠送的礼金

及名酒等礼品，价值416万

余元。同时，其还存在其他

违纪违法问题。2020 年 4

月，贾净博受到开除党籍、

政务开除处分，违纪资金

均予以收缴。

五. 呼和浩特市清水

河县民政局原局长白瑾、

主任科员张建对“公建民

营”敬老院安全管理监督

不到位的问题。2019 年 1

月4日，由内蒙古某养老产

业有限公司托管的清水河

县一敬老院发生一氧化碳

气体中毒事故，造成3人中

毒窒息死亡，直接经济损

失300万元。白瑾和张建对

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监督不

到位，对事故负有主要领

导责任和分管领导责任。

2020 年 9 月，白瑾受到政

务记过处分，张建受到政

务警告处分。

六. 通辽市科左中旗

图布信苏木哈珠嘎查原党

支部书记张德发乱作为问

题。2016年8月至2018年6

月期间，张德发在工作中

不认真履职，审核把关嘎

查低保申报工作不严格，

导致不符合低保条件的刘

某某等 4 户违规享受低保

1.5万余元；未严格审核把

关危房改造申报工作，致

使不符合危房改造条件的

李某某等30户违规获得危

房改造补助款 60 万余元；

未正确履行职责，导致嘎

查土地整理项目价值近15

万元的滴灌管丢失；在未

取得土地等相关部门审批

手续的情况下，违法从耕

地取土，导致 13.968 亩耕

地被破坏。2020年6月，张

德发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

方网记者 郝如冰） 为提

高在校大学生预防电信网络

诈骗意识，保护在校大学生

财产安全，包头市公安局青

山分局网络犯罪侦查中队近

日在包头师范学院报告厅开

展两期反诈宣传讲座，每场

时长60分钟，600余人参加

了讲座。讲座通过8个实际

案例、3个反诈方法要点，逐

个分析总结当前典型诈骗案

件规律，剖析每类案件的作

案手段，告知学生关于出售

两卡的危害和刑事责任，预

防学生遭遇电信诈骗侵害。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 方 网 记 者 刘 睿）

12月24日，记者从内蒙古

自治区2020年药品安全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

年以来，自治区药品监督管

理局强化疫情防控和药品

监管工作“两手抓”、严守安

全底线与追求发展高线“双

推进”，全区药品安全工作

水平得到稳步提升。

据介绍，今年以来，全区

通过联合检查、日常监管、抽

检监测等多种渠道及时排查

药品安全风险隐患。截至目

前，全区累计检查生产经营

企业和使用单位89617家次，

查处适用一般程序的“两品

一械”案件1685件，涉案货值

金额2036.84万元，罚没款

2808.13万元，货值50万元以

上案件6件，实施“处罚到人”

案件5件。完成国家“两品一

械”抽样、检验任务1247批

次，安排并完成自治区“两品

一械”抽检任务2236批次，监

测分析药械不良反应（事件）

报告26278份。

新报讯 鄂伦春自治

旗人民检察院2019年至今

共办理三起侵害未成年人

涉恶案件，承办检察官在

办案中发现，相关主管单

位存在不当履职、履职不

力的情形，存在未成年人

人身权利遭受侵害的隐

患。就上述问题，鄂伦春自

治旗检察院向各主管单位

制发检察建议，要求切实

履职尽责，为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同时，为进一步增强检

察建议刚性，发挥检察建议

在社会治理中的规范引领作

用，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

片”的效果，鄂伦春自治旗人

民检察院召开检察建议公开

送达宣告会。检察官对辖区内

未成年人案件的发案特点及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提醒

各主管单位引起重视，切实履

职尽责。各主管单位负责人表

示，将主动查找工作不足，压

实主体责任，对照检察建议立

行立改，并提出了各自的整

改方案。 （赵丽华）

鄂伦春检察院公开送达检察建议 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非法经营烟草
4名嫌犯被拘

新报讯 近日，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分局食药环犯罪侦

查大队成功侦破一起非法经营烟草制品案，抓获犯罪嫌疑

人4名，涉案金额约120余万元。

日前，松山区公安分局食药环犯罪侦查大队接到赤峰

市烟草局移交的案件线索：韩某某通过网络销售假烟、走

私烟。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模排后，民警成功将犯罪嫌疑

人韩某某及其上线人员抓捕归案。经讯问，韩某某等4名

犯罪嫌疑人对其无证经营假冒烟草制品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烟草制品罪

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宿向春）

一斤白酒下肚
醉酒男子火车上袭警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刘晓君）“你

不够级别，你已经激起我的愤怒了……”一名满身酒气的

男子在对车厢内旅客随意谩骂后，面对依法劝阻的乘警公

然叫嚣，并袭击乘警，这是12月19日夜间发生在T302次

旅客列车上的一幕。最终，该男子被警方刑事拘留。

当日22许，由长春开往乌鲁木齐的T302次旅客列车

在林东站发车后，已喝了一斤白酒的旅客张某呈现醉态，

他无故对该车厢多名旅客进行辱骂，乘警闻讯赶来进行

处置，张某不但不听劝阻，还继续辱骂并用拳头袭击乘

警，造成乘警脸部受伤。23时26分，锡林浩特铁路公安处

大板车站派出所接到指令：为确保列车上乘客的安全，

将醉酒旅客张某带离列车。当 T302 次列车驶入大板站

后，大板车站派出所民警立即与列车乘警取得联系，在

交接过程中，张某不断对民警进行辱骂且激烈反抗，拒

绝穿衣服和鞋子，民警几番努力为张某穿好鞋子及衣服

后将其带离现场。

案件发生后，为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严惩袭警违法犯

罪，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局锡林浩特铁路公安处高度重视，

立即抽调民警赶赴大板开展案件调查工作，经过民警们连

续10多个小时工作，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将犯罪嫌疑人张

某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严控药品安全：我区查处适用一般程序“两品一械”案件1685件

包头市青山公安分局积极推进反诈宣传进校园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

方网记者 郑慧英 实习

生 杨心宇 关贵华） 记

者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公

安分局了解到，经细致摸

排，该局日前成功破获一起

以办理公租房为由实施诈

骗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张某。嫌疑人张某通过相似

手段共实施诈骗90余起，涉

案金额高达250余万元。

11月13日，新城区公

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五中

队接到报警，报案人称自己

被一名叫张某的男子以能

快速办理公租房为由骗取

钱财。11月21日，犯罪嫌疑

人张某被抓获。经讯问得

知，犯罪嫌疑人张某声称只

要户口本复印件、身份证复

印件、一寸照片，再交三四

万元就可以办理公租房。骗

来钱财后，他又以帮忙过

户、交钥匙等各种理由拖延

时间，继续行骗。目前，犯罪

嫌疑人张某因涉嫌诈骗犯

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一男子谎称能办理公租房诈骗250多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