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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紧盯元旦、春节期间“四风”问题的通知

各二级党组织：

各学院、部、处及校直属单位：

元旦、春节假期将至，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

监察组要求，现就紧盯元旦、春节节日期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紧盯“四风”问题工作强调以下要求：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相关要求，营造风清气正

的节日氛围

元旦、春节是我国重要节日，也是纠治“四风”问题关键节

点。全校各二级党组织、各单位要不折不扣认真贯彻落实中办、

国办《关于做好 2022 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和

中共中央纪委印发《关于关于做好 2022 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

纪工作的通知》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担起抓作风建设的主

体责任，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加强统筹部署，坚持久久为功，坚

守重要时间节点，聚焦节日易发多发“四风”问题，以“节点”

为“考点”，毫不松懈、从严从紧抓好防治工作。

各二级党组织、各单位要认真学习《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

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实施细则的实施办法》，对照自

身认真开展自查，贯通协同、形成合力，共同做好节日期间纠治

“四风”工作。

二、深入做好教育提醒，坚持纠树并举，弘扬清正廉洁的新

风正气

持续强化教育提醒，筑牢廉政防线，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

震慑作用。各二级党组织、各单位要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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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纪委国家监委12月 27日通报的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

型问题（见附件），深刻汲取教训，严防“节日腐败”，通过开展

纪律教育、通报典型案例、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多种方式，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严守纪

律要求，持续形成严的氛围。

各二级党组织、各单位要坚持纠“四风”树新风并举，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节日廉洁教育，引导

党员干部涵养家风文化、培育优良家风，带头勤俭文明过节，自

觉抵制奢侈浪费、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切实营造尚俭戒奢的节

日新风尚。

三、严格监督检查，强化责任做实，把“严”的主基调长期

坚持下去

各二级党组织、各单位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新阶段对加强作风

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要毫不松懈纠治“四风”，以钉钉子的精

神盯节点、抓具体、严执纪、挖隐形，紧盯重要岗位、关键环节、

重点人员，着力发现和查处通过物流快递等方式违规收送礼品、

违规收送电子红包、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躲进内部场

所公款吃喝、公务活动餐饮浪费、违规使用公车、违规发放津贴

补贴、借操办婚丧喜庆之机收钱敛财等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

着力发现和查处以培训、考察、会议为名搞公款旅游，年底突击

花钱搞“四风”问题，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

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采取务实有效措施，做实做细监

督，确保务实节俭、文明廉洁过节。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容不得喘口气歇歇脚，要始终坚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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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基调，保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坚持不懈推动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落实、驰而不息纠治“四风”。各二级党组织、各

单位要认真落实《北京化工大学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实施常态化监督检查办法（试行）》，相关主责部门要依据责任分

工，围绕重点领域、关键部位，组织开展自查、随机抽查等，及

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整改。学校纪委将坚持挺纪在前，对群

众反映、媒体披露、监督检查发现的节日“四风”问题线索、重

要舆情，优先处置快查快办，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顶风违纪

违规行为，学校将严肃查处。

校内举报电子信箱:jiwei@buct.edu.cn

校内举报电话:64434762

附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典型问题

中共北京化工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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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十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 10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

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具体如下：

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长期违规打高尔夫球，生活奢靡，贪图享乐等问题。2015 年至

2020 年，王富玉多次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数额特别巨大。王富

玉长期痴迷打高尔夫球，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仍多次接受私营

企业主等人安排，在海南、贵州、云南等地打高尔夫球，费用均

由私营企业主支付。同时，王富玉违规持有高尔夫球会员卡，且

未按规定报告和清退。2016 年、2017 年春节期间，要求私营企

业主提供豪华别墅供其及家人在三亚度假。2013 年至 2020 年，

多次乘坐私营企业主安排的私人飞机往返于成都、海口、深圳等

地。2017 年至 2020 年，安排私营企业主支付 26.76 万余元为其

聘请家庭保姆。王富玉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1 年 7

月，王富玉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

查起诉。

甘肃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党组副书记、副省长宋亮违规收

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问题。

2013 年春节前至 2019 年 2 月，宋亮先后收受私营企业主等人礼

金共计 57.15 万余元。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6 月，先后 5 次接

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2017 年至 2019 年春节、端午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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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期间，宋亮及其家人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安排，先后 6次到

海南三亚、云南大理、重庆等地旅游，住宿、餐饮等费用均由管

理服务对象支付。宋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1 年 7

月，宋亮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

关依法审查起诉。

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违规长期占用多部公

车、办公用房问题。2013 年 3 月，王立科从辽宁省到江苏省任职

后，违规长期占用大连市公安局及相关单位 4 部公车直至 2020

年 10 月，占用车辆期间的保险、保养、加油等费用由大连市公

安局及相关单位承担。2017 年 9 月至 2020 年 10 月，在江苏省委

政法委已为其配备办公用房情况下，仍违规长期占用江苏省公安

厅办公楼 4 间办公用房供其个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使用。王立科还

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1 年 9 月，王立科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尹家绪长期

违规持有高尔夫球卡、打高尔夫球，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

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问题。2013 年，在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尹家绪清退 3 张高尔夫球卡，作出虚假“零

持有”承诺，实际仍持有私营企业主等人为其办理的 6张高尔夫

球卡，截至 2021 年 4 月累计在重庆等地打高尔夫球数百次。2015

年至 2019 年，还在海南、北京等地多次打高尔夫球，费用由其

下属或者私营企业主支付。2015 年至 2017 年，5 次收受私营企

业主、下属礼金共计 10 万元。2013 年至 2019 年 7 月，5 次接受

私营企业主、下属安排的宴请。2015 年国庆节，尹家绪接受私营



6

企业主安排，和其家人到宁夏银川旅游，除往返机票款外，其余

费用由私营企业主支付。尹家绪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2021 年 9 月，尹家绪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

关依法审查起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副司令员，党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

杨福林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接受私营企业主宴请，参加用

公款支付的宴请问题。2012 年底至 2020 年 7 月，杨福林先后收

受私营企业主及下属礼品、礼金折合共计 86.14 万余元。2014

年至 2021 年 7 月，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宴请、“一桌餐”。

2014 年至 2016 年，29 次违规接受下属单位安排的宴请，相关费

用共计 6.29 万余元均用公款支付。杨福林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2021 年 11 月，杨福林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

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四川省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曾廷富在单位内

部食堂违规组织公款吃喝，违规配备公车问题。2021 年春节前，

曾廷富安排其担任内江市水务局局长期间的下属、该局机关党委

负责人，在内江水文测报中心内部食堂组织水务局、水文测报中

心相关人员聚餐，餐费由内江水文测报中心承担。2017 年 7月至

2021 年 2 月，曾廷富担任资中县委书记期间，在已配备保障用车

的情况下，要求县委办公室以租用公务用车的名义为其违规配备

一辆越野车，专门供其个人使用。曾廷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并责令退赔相关费用。

北京市原密云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二级调研员曹文秀以

快递等方式违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问题。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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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20 年，时任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曹文秀在春

节、中秋等节日期间，多次收受其管辖范围内某私营房地产公司

负责人赠送的 13 箱高档酒、10 条高档烟等礼品。2021 年春节期

间，曹文秀收受该公司负责人通过快递寄送的白酒、水果等礼品。

上述礼品折合共计 8.8 万余元。曹文秀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处原处长、一

级调研员忻元庆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

请问题。2021 年元旦后，忻元庆先后两次接受其管辖范围内某饭

店负责人在该饭店的宴请，餐费共计 2.9 万元，同时接受其赠送

礼金 6000 元。2021 年春节前，忻元庆违规接受某私营企业安排

的宴请，餐费共计 7344 元。忻元庆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

职处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个人数字金融部总经理蒋中良将个人

旅游费用由下属支付问题。2021 年国庆期间，蒋中良与朋友一行

10 人到浙江台州游玩，要求台州分行个人数字金融部负责人安排

行程、预定食宿和景区门票。游玩期间，该负责人全程陪同，并

个人支付了蒋中良等人旅游费用 2.53 万元。蒋中良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并责令退赔相关费用。

中国电科南京奥马光电公司原总经理徐永刚违规组织用公

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活动问题。2019 年 3月至 2020 年 10 月，徐

永刚先后 22 次在 KTV 等场所内组织高消费娱乐活动，其中有 4

次在中秋、国庆前后，相关费用共计 22.48 万元以餐饮费形式公

款报销。徐永刚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徐永刚受到留党察看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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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职处分，并责令退赔相关费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上述通报的 10 起典型案例，5起为

中管干部风腐一体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5 起为厅局级以下干部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这些案例具体情形虽有不同，但

都是享乐奢靡突出问题；违纪行为均发生在或延续到党的十九大

之后，是不收敛不收手的典型；责任人员在本单位都身处重要岗

位，不少还是“一把手”。这些问题的发生反映出“四风”问题

树倒根存、顽固复杂，由风及腐、由风变腐的风险始终存在。严

肃查处这些问题，充分彰显了党中央锲而不舍推进作风建设的政

治定力和违纪必究、执纪必严的坚定决心。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

以案为鉴，深刻汲取教训，清醒认识一条烟、一张卡往往是违纪

到破法的肇始，“酒桌”“饭局”常常是围猎干部、权力寻租、营

造圈子的“剧场”，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严以修身、防微

杜渐，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作风“防火墙”。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从政治上认识和把

握，自觉把作风建设作为促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

革命的强大动力，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

党的引领保障作用，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

真履行协助职责和监督责任，推动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贯通协同，

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

问题，从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抓起，从领导干部抓起，系统

施治、标本兼治，持之以恒纠“四风”树新风。要把严的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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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坚持下去，持续发力纠治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顽

瘴痼疾，对顶风违纪行为严肃查处、予以痛击，对隐形变异现象

精准发现、有效破解，坚决防止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反弹回潮。

要坚持纠树并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传

承好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这个“传家宝”，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

子，带头做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清正廉洁的风气不断充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元旦、春节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以节点为“考点”，结合实际深化运用节前教育提醒、通报

曝光，节中监督检查、明察暗访，节后严查快处、推动整改等经

验做法，保持驰而不息的工作节奏，积小胜为大胜，切实把节点

变成作风建设的“加油站”。要紧盯通过物流快递违规收送礼品、

违规收送电子红包、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躲进内部场

所公款吃喝、公务活动餐饮浪费等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注意

发现“四风”苗头倾向，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发现的问题严肃

处理，强化警示震慑，确保节日风清气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