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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磊

  5月1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了

湖北省纪委监委集中通报的5起粮食购销领域

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法治日报》记者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信息发现，近半年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已经集中公布59起粮食购销领域腐败典

型案例，点名一批粮仓“硕鼠”。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开展粮食购销

领域腐败集中整治，高密度通报典型案例，向

社会传递了党中央在粮食购销领域反腐败的

政治决心，同时也能够形成警示教育意义，让

心存腐败侥幸的粮食购销领域领导干部受到

震慑。

通报典型案例传递信号

严查粮食购销领域腐败

  金向锋，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易家

岭粮食收储公司原经理，正是其中一起典型案

例的“主角”。

  易家岭粮食收储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粮

油收购、储存、批发。通报称，金向锋在任职期

间，为多名从事粮食购销业务的私营企业主在

申报项目补贴、工程项目协调、粮食交易担保

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

  此外，金向锋未经批准，擅自决定由易家

岭粮食收储公司为某饲料公司一笔销售交易

提供担保，后因该饲料公司未按约定履行合

同，造成易家岭粮食收储公司产生巨额债务。

  根据通报，因严重违纪违法，金向锋被开

除党籍、解除劳动人事关系，后被依法判处有

期徒刑4年5个月。

  被点名通报的不仅有粮食购销企业领导

干部，还有监管部门的领导干部。

  例如，湖北省秭归县原粮食局党组书记、局

长田景源，任职期间伙同从事粮食购销业务的

私营企业主，侵吞粮食应急供应体系建设补助

资金；为多名从事粮食购销业务的私营企业主

在项目招商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

  记者注意到，2021年8月，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腐败

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2021年11月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

报10起粮食购销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截至

今年5月18日，在半年时间内，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已经集中公布59起粮食购销领域腐败

典型案例。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

水认为，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集中整治，是

近期推进反腐败工作的重点，这样高密度通报

典型案例，向社会传递了党中央在粮食购销领

域反腐败的政治决心，让社会公众看到此前在

粮食购销领域反腐败的新成果，同时也能够形

成警示教育意义，让心存腐败侥幸的粮食购销

领域领导干部受到震慑。

  在庄德水看来，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安

全，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疫情形势严

峻的情况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守好国家和

人民的“粮袋子”，具有重大政治战略意义。因

此，必须推进粮食购销领域反腐败工作，通过

反腐败清除粮食购销领域的“蛀虫”，同时倒逼

粮食购销体制机制改革，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

制度保障。

  河南农业大学政策法规办公室副主任张

帅梁教授认为，通报典型案例只是手段，以执

纪监督守护我国粮食安全才是根本。

  “粮食安全是战略性安全，也是系统性安

全。粮食购销是粮食从田间到餐桌，从种植源

头到消费终端的关键环节。购销领域的腐败问

题，阻断了粮食安全的最后一公里，对粮食的

系统性安全和全流程构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与损害，必须予以重拳出击。”张帅梁称。

  在张帅梁看来，粮食购销系统承担着收

购、储存、经营国家粮食的重要职责，一旦出现

领导干部违纪违法、贪污腐败问题，将严重侵

蚀群众利益、造成国家损失、影响粮食安全，引

发社会恐慌。加大粮食安全领域反腐败工作力

度，是对粮食购销领域存在问题的及时纠偏，

是实现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

多个环节发生腐败问题

暴露管理短板制度漏洞

  记者梳理发现，在被通报的59起典型案例

中，超过40起涉及国有粮食企业，其中既有粮

食收购企业，也有粮食储备企业，还有粮食销

售企业，涵盖粮食购销领域多个环节。腐败问

题就发生在这些环节之中。

  李海平，云南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原

党委书记、董事长，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以

签订虚假动态储备粮采购协议、截留轮换粮销

售收入等方式，贪污公款1555万余元。

  王峰武，四川省成都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贸

易部原经理，利用负责对外散油贸易业务的职

务便利，向经销商索要6.6万余元。

  ……

  个别监管部门也没有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如山东省荣成市原粮食局党委书记、局长项福

进落实上级决策不到位，审核把关不严格，个

人决定重大事项，致使不符合申报标准的某单

位得以套取上级专项资金，涉嫌滥用职权。

  张帅梁解释说，我国当前实行的粮食购销

制度，是一种托底购销制度，有利于保护种粮

农民权益，国家粮食储备制度有利于以余粮保

障“荒年不慌”，这在我国有着较为悠久的历

史，也凸显了我国粮食领域的制度优势。

  但据张帅梁观察，实践中，以托底价收购

老稻谷、以次充好、虚增粮食购买价格、以旧粮

顶替新粮入库、虚报粮食销售金额、把“升溢

粮”当“摇钱树”、靠“转圈粮”空手套白狼……

这些腐败行为几乎贯穿粮食购销所有环节。

  在张帅梁看来，这些设租寻租、权钱交易、

内外勾结、侵吞攫取、擅权妄为等问题，暴露了

粮食购销领域制度缺失、执行不力、监管不严、

违法不究等治理短板，会诱发甚至加剧一些人

的贪腐欲望，造成更加严重的腐败问题。

  庄德水研究发现，粮食购销工作属于综合

性领域，涉及环节长、人员广，特别是在传统管

理体制下，腐败风险点较多，极易发生腐败问

题，个别领导干部把粮食购销看成“唐僧肉”，

一旦失去监督制约，就会将手伸向粮食购销领

域，“粮食购销领域的利益诱惑太大，既可以利

用粮食购销牟取利益，也可以利用监管权力牟

取利益”。

  “从通报的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当前我国

粮食购销领域的管理体制机制存在诸多管理

短板和制度漏洞，与粮食购销领域的工作规律

不相适应，与国家的战略部署不相适应，与人

民群众的期盼要求不相适应，粮食购销领域还

没有完全实行现代化的企业治理模式。”庄德

水说，粮食购销领域的管理体制机制，滞后于

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

深化监管执法体制改革

对企业实行大数据监管

  严查粮食购销领域腐败不是目的，通过剖

析典型案例查漏补缺、补齐短板才是关键

所在。

  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国粮食购销领

域的管理短板和制度漏洞该怎样补上？

  张帅梁认为，首先要严格贯彻落实2021年4

月修订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特别是将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制度落到实处，同时，将政策性

粮食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加大追责和处罚力

度，落实粮食安全责任。

  其次要深化监管执法体制改革。开展跨区

域交叉执法检查、专项检查和突击抽查，坚持

从严监管，依法惩处涉粮案件。将全面巡察与

专项督察相结合，持续做好监督的再监督，严

肃整治落实涉粮政策缩水走样、粮企职工滥用

职权等腐败问题。

  在张帅梁看来，还要压实粮食系统主体责

任。切实加强粮食系统国有资产管理，健全完

善监督机制。对粮食系统账目进行全面审计，

摸清家底，查找问题，以案促改，做到单位领

导、财务人员、经营人员、保管人员等各个环节

互相监督、互相制约。

  他还建议构建“一把手”权责清单。“一把

手”自主权较大，权力运行易膨胀走样。应推动

制定权力运行“正负面清单”，紧盯粮食收购、

储存、经营等重点环节，进一步厘清权责边界，

规范粮食系统经营管理活动。

  庄德水同样建议实行权力运行清单制度，

依法明晰粮食购销领域各方的责任和权限，将

监管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粮食购销领域应该

重点采取智能化、信息化管理方式，建立统一

的粮食购销平台，运用大数据监督和管理粮食

购销领域的各个环节，打通粮食交易、物流等

数据通道，实现粮食购销企业的智能化监管。”

庄德水说。

  庄德水提醒说，在改革完善我国粮食购销

领域的体制机制时，还要提升粮食购销领域党

员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特别是认识到我国的

粮食安全问题时不我待。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与时代背景下，我们

必须以战略眼光和系统观念，构建全方位粮食

安全体系，守护好大国粮仓，构建起安全屏

障。”张帅梁说。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如果小王每天对您嘘寒问暖、捏腿捶背，时不时给您

推荐点包治百病的产品，让您感觉比您亲儿子还亲，那您可

得小心了，他很可能盯上了您的养老钱。”一席话，惹得周围

的大爷大妈们哈哈大笑。

  这是5月12日傍晚，新疆若羌县公安局民警杨太泉带队

到楼兰文化广场宣传防范养老诈骗知识的一幕。民警风趣

幽默的语言，让大爷大妈们在欢声笑语中学到了反诈知识，

提高了防诈警惕性。

  莫道桑榆晚，人间重晚晴。自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新疆全区各地州、各行业全域行动，全员参与、

全平台联动、全媒介协作，全方位立体式多角度开展防范养

老诈骗宣传，为老年人量身定制“反诈宣传套餐”，“线上+

线下”“指尖+脚力”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

政法干警率先行动

法治宣传形式多样

  “这次的普法活动讲得好、很及时，我们上了年纪，又

不懂得如何识别这些骗局，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受骗。”伊

宁县胡地亚于孜镇奥尔曼村群众吾麦尔·买买深有感触

地说。

  前两天，伊宁县人民法院到奥尔曼村开展“法进万家”

普法活动，该院刑庭负责人李文龙结合典型案例，深入分析

了养老诈骗类犯罪的6种表现形式，从7个方面进行了防诈

骗安全提示。

  连日来，新疆全区政法系统广大政法干警率先行动，发

挥职能优势，深入基层向广大群众面对面开展打击整治养

老诈骗宣讲，并发放12337智能化举报平台宣传单；推送针

对老年人实施的养生保健、养老金代办等典型诈骗案例，以

案说法，提高老年人法治意识和识骗防骗能力。

  “如果接到陌生电话要求汇款，咱们该怎么解决？有

朋友发来消息说点链接送现金我们又该怎么做？”近日，

库车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来到玉奇吾斯塘乡兰干村村民

广场开展“守好钱袋子，关爱夕阳红”法治宣讲，从老年人

被诈骗的成因入手，通过剖析典型案例，讲解防范诈骗

知识。

  5月12日，哈密市司法局、伊州区司法局在哈密市铁路

步行街结合“基层法治行”开展防范养老诈骗宣传活动，司

法行政干警重点对关乎老年群众的十类养老诈骗问题做了

详细的宣传，叮嘱老年群众“天上不会掉馅饼”。

  与此同时，新疆各地还强化可视化呈现，聚合图文、短

视频、手绘、直播、H5、动漫、MG动画等多形态优质内容产

品，推送至居民微信群，“大屏+小屏”“手机屏+户外屏+电

视屏”实现万屏联动、双向互动和无缝衔接，让老百姓随时

随地了解防范养老诈骗内容。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统筹线上检察新媒体矩阵，组织各

地检察院采用直播、情景剧、短视频、动漫画、海报等形式，掀起网上宣传热潮，让防范

养老诈骗宣传走“新”更入心。

  为方便各族群众就近举报养老诈骗犯罪行为，阿勒泰地委政法委组织相关部门

在全地区各大商场超市门口、各乡（镇、街道）、车站、机场和景区售票大厅等人流密集

区，设立悬挂了101个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举报信箱，并张贴了举报电话和举

报流程，曝光涉养老诈骗的各类行为，时刻提醒各族群众防范诈骗。

发动社会各方力量

营造全民反诈氛围

  “现在的诈骗花样多，老年人心善又寂寞，骗子先用情感来迷惑，嘘寒问暖唠唠

嗑，连哄带骗就转走了养老钱……”近日，巴里坤县石人子沟乡大泉湾村有村民听了

反诈宣讲后，自发创作反养老诈骗顺口溜，用手机录制视频发到村民微信群，成了村

里的反诈“网红”。

  为拓展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感染力，新疆各地统筹发动社会各方力量，发挥村

（居）委会等基层组织力量以及行业单位的积极作用，延伸宣传触角，在全社会营造关

爱老人、防范诈骗的浓厚氛围。

  5月11日，阿勒泰市解放路街道览景社区开展关爱老年人防范诈骗宣传活动，活

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页的形式为老年人进行防诈骗知识宣传，以案释

法，引导老年人认清涉养老诈骗的骗术和套路，切实增强老年人识骗防骗的能力和

水平。

  “工作人员讲解了电信诈骗、网络诈骗、金融诈骗、熟人诈骗等犯罪手法，还教会

我们遇到可疑电话或诈骗时应怎样处理，让我们树立了防范意识。”社区居民苏燕

珍说。

  据了解，目前，新疆基层各乡村、社区均在同步全面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大宣

讲活动。一些老年人还自发参与涉老反诈宣传，主动成为反诈宣讲员、反诈联防员。

  与此同时，各个行政部门也行动起来。

  “整治以市场营销为目的组织的违法旅游活动，对同一旅行团队的老年旅游

者提出与其他旅游者不同合同事项，诱导老年人‘消费’‘投资’等侵害老年人权益

的违法经营行为……”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对外发布《喀什地区文化

和旅游市场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公告》，畅通文化和旅游市场养老诈骗犯

罪举报渠道。

  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充分利用“外卖小哥”流动性强的优势，组织将打击整

治养老诈骗宣传标语张贴于外卖箱，将宣传单送到群众手上，把反诈宣传触角延伸到

位，将宣传阵势打造到位。

精准打击依法办案

全力追赃挽回损失

  在掀起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宣传热潮的同时，新疆各级政法机关突出精准打击，严

格依法办案，全力追赃挽损，最大程度挽回受害群众的经济损失。

  5月11日，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白碱滩区分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成功捣毁一处虚假

宣传、销售“养老产品”的窝点，在一酒店内将正在向40余名老人推销产品的张某、李

某等12人查获。

  张某、李某等12人从外地驾车来到新疆克拉玛依市，在小区内向老人发放卡片，

通过免费领取大米、碗筷等方式吸引招揽老人参加宣传推销会，在推销空气净化器、

驼绒被等商品过程中，以对一般商品宣扬有治疗和预防疾病效果的方式进行虚假宣

传，诱导老年人购买。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额敏县人民检察院近日办理了一起社保诈骗案，被告人在宣讲社保政策时利用

一些老年人不会使用手机App缴费的情况，非法占有受害人交给其代缴的保险金，还

向不符合缴费条件的人员承诺为其补缴养老保险，从而达到诈骗钱财的目的。检察院

就该案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官在庭审中开展警示教育，同时以案释法，提醒广大老

年群众增强自身防诈“免疫力”。

  5月11日，尉犁县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组织尉犁县公安局刑侦大

队及各成员单位，在尉犁县团结社区举行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中宣传暨返

赃大会。返赃大会采取短视频直播的形式，引导网民、群众提高防骗意识，增强防骗

技能。

  连日来，阿勒泰市人民法院对2012年以来的刑事案件特别是诈骗案件逐案筛查，

对涉及养老诈骗的案件造册登记，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便于对案件进行深

挖。同时加强同公安、检察院等部门的对接协同，聚焦法院审判职责，用足用好法律武

器，依法严惩养老诈骗违法犯罪，确保打击有力、惩治有效。

  老年人的事，再小也要当大事。新疆各地坚持宣传教育、依法打击、整治规范“三

箭齐发”，依法严惩养老诈骗违法犯罪，延伸治理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涉诈乱象问

题，提升强化老年群众识别风险、防范风险的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给广

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 本报记者 韩宇

  常态化核酸检测还分男女？近日，“周二检

测男性、周四检测女性”冲上网络热搜榜，引起

网友热议。这一新奇的做法，来自辽宁省大

连市。

  5月17日和19日，《法治日报》记者在大连当

地多个常态化核酸检测现场看到，这两日前来

检测排队的分别均为男性和女性，人流量比之

前男女一起检测时相对减少。

  那么，大连市核酸检测为何采取“男女分采”

的做法，此做法有何独到之处？广大市民的反响

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5月16日下午，大连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

布会，宣布大连市常态化核酸检测原则上相对

集中在每周二、周四、周六进行，其中，周二对

男性市民采样检测、周四对女性市民采样检

测，周六均可采样检测。其他时间将开设部分

检测采样点，满足来（返）大连人员及其他人员

（含补采人员）检测需求。

  为什么这么做？大连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

这样解释道：奥密克戎变异株病毒传播快，平均

2天至3天可能形成一代传播。因此，安排不同人

群分别在每周二四六检测，更有利于从时间分

布上排查风险，做到早发现。同时，考虑家庭聚

集形成社区传播是重要的风险，把同一家庭成

员分布在不同时间检测，更有利于在家庭健康

单元中及早发现潜在风险、有利于多点触发机

制发挥作用，提高检测敏感性、时效性。

  该负责人说，分开检测对同一家庭相当于

每周进行两次监测，实现在最经济、最便捷的前

提下最大限度发挥风险预警作用。周六是针对

平时没有时间的所有人进行采样，而且服务时

间相对延长，满足没有及时检测人员的检测需

求，解决市民朋友在工作日不方便检测问题。

  此外，大连市疫情防控总指挥部早前通

报，常态化核酸检测是及时发现疫情风险、确

保社会安全和市民健康安全的重要手段，结合

病毒传播特点，考虑到市民方便和社会成本，

每位市民本次采样检测后，以后每隔7天进行

一次采样检测。

  市防指还表示，一周一次核酸检测，基本

能够满足风险较低人群筛查需要；对于风险较

高的重点人群，如进口冷链行业相关从业人

员、机场港口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机构工作人

员等，按照其原有规定，到指定采样点进行核

酸检测。

  记者来到核酸检测现场了解到，大连当地

很多居民对这一创新做法表示支持。

  “今天排队的都是清一色的男性，第一次

遇到，感觉很新奇。”5月17日（周二），在现场进

行核酸检测的大连市居民高先生说，不管是男

女分开检测还是男女一起排队检测，目的都是

为了大家的健康，只要没有发现阳性感染者都

是好事，可以理解。

  5月19日（周四）在现场进行核酸检测的大

连市居民付女士告诉记者：“自疫情暴发以来，

疫情防控人员没有一刻放松过，大家都很辛

苦。大连市的新做法，一来减少人力投入，‘大

白’们不用那么辛苦，二来减少疫情防控投入，

一举两得。”

  在网上，网友们对此举措也开展了热烈讨

论。有网友评价说：“这主意不错，很科学，扩大

筛查范围了，等于让同一个家庭一周筛查了两

次，既节约成本又能快速捕捉病毒。”

  还有网友称赞道：“真的看出来是用心的

政策，周二男士，周四女士，周六不限制，既能

提高家庭核酸检测率，还保障了上班族的检测

需求，很人性化，点赞。”

  据了解，为方便市民就近及时检测，大连

全市目前共设置了2300余个核酸检测固定点位

及部分流动点位。

  各区（市）、县按照辖区服务人口数量、人

流密集程度、机关企事业单位情况，完善核酸

采样点布局，努力实现城区“步行15分钟，排队

等候不超过20分钟”的标准。每个社区至少设

置一个采样点，实现“1520核酸采样服务圈”；农

村结合实际情况在村设置固定采样点，由流动

采样队或流动采样车负责采样。

  值得一提的是，大连全市所有核酸检测采

样点位通过“e大连”App等多种形式及时公告，

市民朋友可在网上查询，方便快捷。

  “广大市民的‘应检尽检’是及时排查发现

疫情风险的需要，既是对个人健康负责任，也

是对他人健康和社会安全负责任。”大连市卫

健委相关负责人说，“e大连”App将在每次采样

后第5日开始弹窗提醒下次应采样检测时间，

方便市民按时进行采样检测。对间隔超过7天

未进行核酸检测人员，“e大连”通行码将赋“灰

码”提示风险。在“e大连”通行码呈现“灰码”

时，请尽快就近到常态化核酸检测采样点采

样，采样后“灰码”会及时恢复“绿码”。

提
升
防
骗
意
识
守
好﹃
钱
袋
子
﹄

 

新
疆
为
老
年
人
量
身
定
制
反
诈
套
餐

周二检测男性 周四检测女性

司法护民生•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大连核酸检测“男女分采”有何好处？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近半年集中公布59起涉粮腐败案

清除粮食购销领域蛀虫

守守好好““粮粮袋袋子子””

《清“蛀”》 漫画/高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