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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说文解廉★

廉不言贫，勤不道苦

原典

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尊其所闻，行其所知。

——古格言联（河南内乡县衙楹联）

释义

在河南内乡县衙东账房悬有一副楹联，上联是：

廉不言贫，勤不言苦；下联为：尊其所闻，行其所知。

“廉不言贫，勤不道苦”是对上联的化用。

内乡县衙始建于元大德八年（1304 年），后经明、

清两代多次修缮扩建，逐渐形成了一组规模宏大的官

衙式建筑群，为我国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县衙。

内乡县衙有许多楹联、匾额，语言朴实，含义深刻，

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官德思想和执政理念。

这副楹联上联的意思是，真正廉洁的人，不会讲

自己如何清贫；真正勤政的人，不会抱怨自己如何辛

苦。下联的意思是，君子崇尚他所听到的善言，努力

践行自己所认知的理念。

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向来为儒家思想所提倡，



是历代为官从政者应具备的品德。真廉洁者，从不言

贫；真勤政者，从不言苦。知行合一，行胜于言，才

是为官之道。

解读

廉字打底、勤字当头，是领导干部安身立命的基

本坐标。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三严三实”，“既严

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

实、做人要实”。廉政和勤政是题中应有之义，领导

干部既要做“廉吏”，又要当“勤官”，既要廉政，

又要勤政。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官吏既廉又勤，“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不使内有余帛，外有

赢财”；“躬亲庶政，不舍昼夜”的司马光，“恶衣

菲食以终其身”。封建官吏尚能如此，共产党人何言

不能？为官不廉，就会为利益所惑、为金钱所动，那

么所谓作为就会是乱作为，就会突破底线、超越法治、

摆脱约束，就会产生负面效果。为政不勤，就会政怠

宦成、无所作为。如果说贪污腐败是看得见、摸得着

的罪行，那么这种懒政思维，则更加具有隐蔽性，更

难以察觉，如同温水煮青蛙，从长远来看其危害不容

小觑。不廉或者不勤，都与执政为民的要求背道而驰，

更何谈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那么，领导干部怎样



才能既做到廉政，又实现勤政？习近平同志引用的这

句话就是答案，不言贫而能廉，不怕苦而后勤，说到

底还是要加强内心修炼和党性修养。（摘自《习近平

用典》）



★纪风动态★

6 人被查，2人被处分，5人涉嫌行贿被留置
配合调查……

2021 年 7 月 8 日，截至 21 时，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发布：6 人被查，2人被处分，5人涉嫌行贿被

采取留置措施……

审查调查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川生接受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川生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贺彬接受监察调

查

据云南省纪委监委消息：玉溪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贺彬因在玉溪市通海县杞麓湖污染治理有关问题中涉

嫌严重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监察调查。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科技与财务处处长侯鼎等 4

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云南省纪委监委消息：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科技



与财务处处长侯鼎、一级主任科员王秋红，云南省环

境科学院原高级工程师田军（已退休）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文明建设处处长邓加忠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已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党纪政务处分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张世辉严重

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据黑龙江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黑龙江省纪委

监委对哈尔滨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张世辉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张世辉违反政治纪律，违背党中央关于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疫情期间组织聚

会，串供并转移、隐匿证据，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和

消费卡，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由管理和服务对

象支付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违反组织纪律，利用

职权及职务上的影响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违反

工作纪律，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为

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涉嫌受贿



犯罪。

张世辉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

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罔顾党中央关于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重大决策部署和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为官不廉，为政擅权，把分管领域作为私人领地，

把工程项目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与不法商人沆瀣一

气，大搞权钱交易，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和形象。其行

为已严重违纪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

大乃至党的十九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

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

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张世辉开除党籍处分；由省监

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

一并移送。

·人民银行兰州中支原党委书记、行长杨明基被

开除党籍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银行纪检监察

组、甘肃省监委消息：日前，人民银行兰州中支原党

委书记、行长杨明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接受纪

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杨明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党不忠诚不

老实，伪造证据、销毁赃物、隐匿财产、提供虚假情

况，对抗组织审查调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

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消费卡和高档宴请；

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工作

录用及调动提供帮助并收受钱款；违反廉洁纪律，默

许特定关系人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利，借用管理和服

务对象钱款，由他人支付个人住房装修费用，长期违

规开办多家企业，违规从事股票交易活动，利用职权

为其本人及他人在金融信贷方面谋取利益；违反生活

纪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构成严重职务违法。以营

利为目的挪用公款，收受他人贿赂，向有关国家工作

人员行贿，涉嫌挪用公款、受贿、行贿犯罪。

杨明基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

初心使命，毫无党性原则，目无党纪国法，将公权力

沦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频繁收礼敛财，长期“亦

官亦商”，大搞权钱交易，其行为严重破坏党员干部

形象和单位政治生态，且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后仍

不收敛、不收手，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应予严肃处

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国人民

银行党委研究，决定给予杨明基开除党籍处分，按照

规定调整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

随案移送。

涉嫌行贿被采取留置措施

·云南聚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云南中皇环保

产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叶国兵等 5人涉嫌行贿被采取

留置措施

据云南省纪委监委消息：云南聚光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云南中皇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叶国兵，

云南晨怡弘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林

柏严，云南福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詹武，银发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市场部负责人魏东，云南澄

江云工建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浩明因在

玉溪市通海县杞麓湖污染治理等问题中涉嫌向国家公

职人员行贿，已被留置，配合调查。

通报

·云南通报杞麓湖污染治理弄虚作假等有关问题

追责问责情况

2021 年 5 月 17 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云南玉溪

杞麓湖污染治理治标不治本水质长期得不到改善”典

型案例后，云南省纪委监委对杞麓湖污染治理弄虚作

假等有关问题以事立案，采取“直查、直办、直播”



的方式开展了全面深入的调查核实。经查，玉溪市委、

市政府，通海县委、县政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深不透，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不力；二是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愈演愈烈，不作为乱作为发展到公然造假；三是政

绩观扭曲、错位，动歪心思，斥资数千万弄虚作假；

四是决策任性，不讲程序和规矩，监督缺失催生造假

工程；五是自然生态污染背后，潜藏着政治生态污染，

存在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的贪腐问题。

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等有关党纪法规，经省委批准，决定对杞麓湖污染治

理弄虚作假等有关问题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严肃追

责问责。

（一）对 6 个责任单位问责

1.给予玉溪市委、市政府通报问责，并责令分别

向省委、省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2.给予通海县委、县政府通报问责，并责令分别

向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3.给予玉溪市生态环境局通海分局、通海县水利

局通报问责。

（二）对 5 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公职人员立案审

查调查，采取留置措施



1.对玉溪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贺彬政务立案，并采

取留置措施。

2.对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科技与财务处处长侯鼎党

纪、政务立案，并采取留置措施。

3.对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文明建设处处长、一

级调研员邓加忠党纪、政务立案，并采取留置措施。

4.对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科技与财务处一级主任科

员王秋红党纪、政务立案，并采取留置措施。

5.对云南省环境科学院原高级工程师田军（已退

休）政务立案，并采取留置措施。

（三）对 1 名责任人给予党纪政务立案、停职检

查

给予玉溪技师学院党委书记，时任通海县委书记、

杞麓湖县级湖长卢维江同志党纪政务立案、停职检查。

（四）对 1 名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责任人并

案处理

给予玉溪市委原书记、市级总河长罗应光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因其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存在问题并案处理。

（五）对 4 名责任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职务调

整

1.给予通海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时任通

海县副县长常伟同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降为一级主



任科员。

2.给予通海县副县长赵春波同志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

3.给予玉溪市生态环境局通海分局局长储汝学同

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降为二级科员。

4.给予通海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时任玉溪市生

态环境局通海分局局长李绍成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

分，降为二级科员。

（六）对 7 名责任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给予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时任玉溪市委副书

记、市长、市级副河长张德华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给予时任通海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春明同志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3.给予通海县水利局党组成员，时任通海县水利

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兆春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4.给予玉溪市生态环境局通海分局副局长李刚同

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5.给予通海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溥发高

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6.给予玉溪市生态环境局通海分局湖泊生态保护

办公室主任李转寿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7.给予玉溪市家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时任通海县发改局局长葛红华同志政务记过处分。



（七）对 11 名责任人给予诫勉、通报、批评教

育

1.给予德宏州委常委、统战部长，时任玉溪市委

副书记、杞麓湖市级湖长保明顺同志诫勉问责。

2.给予玉溪市人大常委会二级巡视员，时任抚仙

湖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江鹏同志诫勉问责。

3.给予玉溪市生态环境局二级调研员，时任玉溪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张金翔同志诫勉问责。

4.给予玉溪市抚仙湖保护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时任通海县财政局局长刘明成

同志通报问责。

5.给予通海县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时

任通海县财政局局长耿双昌同志通报问责。

6.给予玉溪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时任通海

县委副书记、县长柳洪同志批评教育。

7.给予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施

纯律同志批评教育。

8.给予玉溪市政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时

任市抚仙湖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云华同志批评

教育。

9.给予玉溪市人大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时

任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开翔同志批评

教育。



10.给予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朝

荣同志批评教育。

11.给予通海县五金产业园区规划科科长，时任原

通海县环保局副局长杨升显同志批评教育。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