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fl
˜‡……‡⁄…‡…»„«̧ …„⁄……̊ –†»—…•¢…œ„⁄…¸̊ ´

„ ，̊¯…‚¶̨ …̊……»…–̂ »…—… …̂‰‰………。3 …´30
¨……ˇ̨ …， ˚fl̃ ‡…………̈ ¸̄ ª̋ ‹̌ …́·…‰‡⁄…‡̊ —

„«„†•¤́ …•…̨ æ…—— …̃Œ̇ º•¤́ ……fi…œ。 …——˜

…………̨ “̆ …¿“…Ł́ ……«̋ ¤……， ˚…………Œ̇ º†¢……

˚–…‚̄ …̀ ¸́ …̊ ƒ…Æ„'•¤́ ……fi…œ。
…………•¤¶…˛Ø‰…………ß¶…¿“…„………·，‡⁄

…‡̊ —•¤́ ……fi…œ»œ„„………ı‰«‰…………ß¶…̈ ˛̨ æ

…“̇ ……º……………………̊ „̂ …̌ …‰Æ” ，̌ »……«¿“…„

•¤…fi»…̂ æ…œ»…¶fl， ……»fl–ª̂ æ…ß̂ æ»…̂ æ·º

˚'， ˛“…§̃ …̈ ”………Æ„'‚†‚ ‡̇˙̌ …、 –ª‰…‚…

—§、˘…»……ø… …̈ •̃¤́ ……fi…œ•…̨ æ。 2 …´̌ …́fi

………·， ¨«̊ —•¤́ ……fi…œ»œ„„̊ ………‚………•¤́ …

…fi…œ…‚……„†…˘801 ……， …——§̨ ‹»⁄̀ ¸̈ ı̊ ˘

¨”……… ”̃ •̌¤̈ ¤……，…ˆ̌ …̀ …̧…»Æ„«̆ ‰…………。
……̆ ‰̊ –„⁄………—， ‡⁄…‡̊ —•¤́ ……fi…œ»œ

„„¶……›… …̂§̃ …̇ …” •̌¤̈ ¤……̊ ……‰̇ …”ƒ…˜̄ '

ˆæ„⁄、˚§……¨¸…–、‚…¯fi、˛·‡…˜Œ¨¸、…ˇ˜Œ
¨ 、̧†—…†̈ …̧ …̈…̊ …¶…̌ …，ˆ………̊ ´̌ …•¶̨ §……

†Ø。…——…̋ —̆—…›… …̂§̃ ……⁄̂ …‚……“‡—̄ …… ，̆

¶………̇ Ø¿…‰……–、 ˛‹¨¤˘¨̇ —…˜…Œ

˙º̈ ，̧ †…̈ ¡̇ '̊ …‡—¯…… •̃‰˚‰ˇ¨

——̊ ………。
˛“¨ˆ……˚´¨”……–ª‰…˚…—˜，

‡'˝¤ 12348 „«„†•¤´…•…˛æ¨¨

ˇ…， ˛“̈ ”………Æ„'̂ …•…•¤´…………fl

•…̨ æ。 …ß… ‡̂⁄…‡̊ —„«„†•¤́ …•…

˛æ̨ ¢— „̄«……” —̄ß·«˘………•¤´……“

˚¶。 ‡⁄…‡̊ —„«„†•¤´…•…̨ æ…——˜

»„……•…̨ æ·………̨ “†—…†̈ 、̧ …ˇ˜Œ

¨ 、̧ ‚…̄ fi¶ø̋ fl…¨……˚…¨¸̈ ”¿“…Ł

´……«̋ ¤……， …†̄ ¯…¤¨¸‚”……˚………

……̄ œ„⁄……。 ··— ¿́“…„“•¤…fi»…̂ æ

…œ、„……fi……̊ …̈ ”……”“•¤¨…‡⁄…‡”
“…·… …̌ ”́… …̈………»…¶fl。

ˇ …́»†‰， ‡⁄…‡̊ —•¤́ ……fi…œ»œ„„‰«̈ ˇ

……„Æ‡„´…˚………•¤¶…˛Ø‰…………ß¶……“˙…，‰，
…»†‰…'·……fi…œ•¶̨ §，…‡·…………‚……¶…̨ Ø，–ª
‰…” …̋ »̄fl•…̨ æ̀ …‡…， ˛“…§̃ …̈ ”……” •̋ß”ˇ

…ı……… …̃…̊ …¶…̌ ……Æ„'‚…̨ “… …̄ ‚̊…—§… •̃¤

´……fi…œ•…̨ 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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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假账发放春节津补贴
2011 ˜Œ·”‰…̇ …̌ ƒ， ˚–̈ ‚̨˚́ ¶̧ …́…̇ ，

……̨ fl»Æ̨ fl…–… ”̃«… …́º̊ –̈ …̨…̇ ，…‡…§†¿̊ Ø

… —̇………̀ œ、……̨ fl»Æ……̈ …̨…… »̆“、…‡…§†¿‚–
˚Ø… …̇ …̄…»“、 …§†¿̨ fl…–”«†………„†̋ ‹………Ø

†¢……¶¤•¢• ·̄”‰…‰…†„…ø。
‰¤…………„⁄̋ •̄ …»…† ‡̄—……̀ ¸……̇ ，‡§•¿

˛‹—…„⁄‡…， … …̄…»“…………… »̆“…˜̊ ………ˇ´……

…‰̄ …»…† ，̄ …“̇ …̆ …………º……̇ ，‰Æ̧ ª„⁄‡…¿…

˚–—Ø……5 ˝……“̨ “……̇ ，̆ ‰… ，̧ ¯…»…†¯·……ƒ

` 。̧ ¸…”…，”«†………… …̂…̇ ，̌ …‰……§̆ –…§̈ ¡̀ ¸

5 ˝……“，…–”«…´、—………`œ、………˘»“、…¯……
»“、”«†…………………… »̆“…………†˝̊ –，”«†………‚，
ˆ¿̈ •̧¢•¯̀ ·̧”‰…‰…†„…ø1 ˝……“。

2011 ˜Œ3 … ，́ ……̇ ，‡§•¿̨ ‹—…„⁄‡…̋ Œ

„⁄”…， ¯…»…† …̄·…………¶¤……‡—……”ˇ̋ ‹……•¢

˘–…——Ø……̀ ¸5 ˝……“„⁄‡…¿…，—Ø̀ —”ˇ̋ ‹……、
•¢̆ –‰…¶……ø̨ “20.7 ˝……“， …………̇ ，…………̀ ¸

†˘̨ æ……̄ œ–¤…¸̊ …—，。 …fi”…，¯…»…† …̄………̇ ，

‡…̃ …”«†………·ƒ̀ …̈ ¡„⁄‡…¿…̊ –， ”«†………˚…

… …̊§‚¶̀ ¸15.7 ˝……“， —Ø̀ —…˜5 ˝……“… …̂…

‡………•¢• …̄ ·̃”‰…‰…†„…ø。
·˛̃ Œ·”‰…， ‡¢…‰̀ …̧…̋ •…˜”«… …́¨¨¸

„ …̊¿…………。 ……̨ “……… …̂…̇ ，‡§•¿…›…“̂ …•…

‡§…˜…ˇ……¶¡˛‹…œ…º………˘»“„…ˇ…‰ˇ”ˆ，……
–ª̈ ¥……¶¡̨ ‹…œ……̀ ¿， …………̇ ，…˜̂ ß……̌ …¶¡

˛‹…œ‰Ł5 ˝……“， ‚ ¿̂…… …̂·……¿…¶¡̨ ‹…œ……

…'‰¤‡§•¿、 …ß—…„⁄̈ …̧¡•¿……… …̂…̇ ，˝`……

…˜̋ …̀…̊ „… •̂…5 ˝……“。 ¸…”…，……… »̆“…†̄ ¯

‡…̃ …”«†……………¶¡̨ ‹…œ̃ ˆ̇ fi。 ”«†………˜ˆ…‰

˙fi”…•¢‚，`¸”«…´、—………`œ、………˘»“、…¯……
»“、”«†………‚…1 ˝……“，… …̂…·”‰…‰…†„…ø。

`‰· …̨ˆ̊ …”…， ”«… …́¨̈ ¸………•… …̃ß˝ß

–…… …̂»•¢†»¿…̊ …̊ …。
2014 ˜Œ12 … …́`2020 ˜Œ‡ı， ……̨ …̀ Œ

˙，̈ …ª…̃ ˇ́ •̌ …̃ ¿、 ………†‰………— ¶́«‰………˙，

ˇ…̃ ¿、 ‚˚́ ¶̧ …́…̇ ，……¿Ø…»̌ …̃ ¿……†…„…‡…

…—， ”«… …́º̇ ，……̈ »… …̊·……„⁄……̈ …̧–…¯˜‡

…¨̈ „̧·‰Æ， …ß… …̂¯̃ ‡…¨̈ —̧›…œ……‚fi·…˚´

……†…„⁄……… …̃…̨ æ–ª…ß， ˇ ”̈………5 ˆß†…˙¤
»§…˜ˆß…………¨¡……†…†„‡¥¿… 7 ˝…………“，”«
… •́……ˆ3 ˝…………“。

·…2010 ˜Œ………`2017 ˜Œ‡ı， ”«…´……

…£̈ ‚̨˚́ ¶̧ …́…̇ ，……̨ fl»Æ̨ fl…–、……̈ ˛̆ ………，
…ß… …̂…̨ æ–ª…ß，†…̈ ¡—Ø̀ —„⁄‡…¿…、… …̆…—Ø

……”ˇ̋ ‹̆ ‰… …̧ •̈‰̊ ‰， ¶…· •̨ •̇¤̊ …̊ …¸ß̈ ¸

†˘̨ …„†…˘70 ……̋ ……“。

违规收取管理费、报销旅费
2017 ˜Œ4 … ，́…—̈ ”……̃ …̂ ß•·…‡“‚˚́ ¶

¸ …́…̇ ，…‡………§̊ Ø… ”̇«… …́……………†…̇ ¤„…‡…

…—̄ “—Ø…………，·……—……̈ ¡” ·̂ƒ”…¨̨ ¥…˝̨ ¥•¤

˛ …̊…， `¢…·……̆ …̀ ¸̨ …̀ Œ̇ ，…˝̨ fl… ‚̃…¶¨……

˚…，˙，…˝̨ fl‡…̀ ¢̀ ”̧ †̧Ø…Ø…„¿“” †̧Ø。
…›†Ø， ”«… …́ ‚̃………̨ ¥„…˛¥…˝˚ …́………

‰¥–»‰…́ ¶。2013 ˜Œ，‡£… …́›… …́¶̋ …̀……ß……

¿“•¢…—̌ …„«̧ ………‚˚́ ¶̧ …́…̇ ，̆ …¶fl̀ ¸… …́´

……„«……•¿—¡̇ ，̌ …̃ ¿， ‡£…´̊ —¶«̇ ¿‰¤………†

………—̌ …„«̧ …„…¶«̀ ı̃ ‡‡—……̀ „̧«……•¿—¡˙，

…………„⁄‡…。 ”«… ¿́·……̊ –»œ，……‚˚́ ¶̧ …́…̇ ，

…“‚，̀ ı̃ ‡·ƒ……” —̋›……̊ '„⁄̌ …̃ ¿„…̌ ……˜̂ ß

……̌ …̆ …̊ …̈ ¡2 ˝……“„………•…。 ‚ –̂˚…˚‰………

……̈ º̀ ‚̧˚́ ¶̧ …́…̇ ，… †̃˘̨ æ… …̧ 。̌
· ·̧˛̨ ¥„…̊ …•…”…，”«… †́¢̨ ·̊ …̊ …。
2014 ˜Œ2 … ，́ ”«… …́……£̈ ‚̨˚́ ¶̧ …́…

˙，……̈ ˛̆ ………， …º̊ –̈ …̨…̇ ，̊ Ø… …̇……˘»“……

…Ø”…， ……………º……… …̄…‰……›…“–…„……˜”˛˜‡

`“̌ ……†̄ ¯̊ ‡̧ …， …Ø…fl……̇ ，‚…†¿…»——¨¸……

˘………̊ ……………̈ ¥… …̄…‰………̂ ¶̄·、 »˘̀ œ¶·…¨

´ …̂ …̨……ª…˛̋ …̀ ¸̀ ‰……。
˚–̈ …̨…̇ ，»Æ… …̆ ”̃«†………̌ ¨——‰Æ¸ª`¸

´ —̂—•……ˆ7000 …“，…fi”………†…̈ ¡—Ø–¤…………

†„…œ、 ˛…† †̋„…œ… •̃‰̊ ‰‰«…ˇ̊ …́ —̂—•……ˆ

7000 …“–¤̌ œ。

与人串供、对抗组织调查
2017 ˜Œ4 … ，́ ”«… …́ …̂“̇ ，…˝̨ fl……†Ø

………””…»¯̀ …̧æ。 ………Ø…fl………‰̧ ß…‚»……fi̇ …，
”«… …́……‰̀ …̧…̇ ，‚…†¿”«†………， ¨ˆ˘………´…

˛¥„…–¤…¸……¨¡……˙，…˚‰……˜˛¥…˝˚´˚…，”«

†………̋ ‹……̀ 。̧
2017 ˜Œ8 … ，́ ˙，…˝̨ fl…………”«†……………

†Ø̊ –， ”«†………†¢̨ ·̈ …̊ …•·…‡……̇ ，̨ ¥„…–¤

… …̧…̈ ¡… ‰̊……˜̨ …̊…。 ˝‹̈ …，”«… …́º……̇ ，‚…

†¿º‰̃ ‡、”«†…………¨̈ ‡̧…̌ ……„̊ –，…fl̨ ˚`¸”«

†………、º‰̃ ‡………˝̨ fl‰…̊ ………†Ø…˜̃ …̈ …，†¢…º
¸ß̂ ‰̇，——·fi„'， ¨ˆ̧ ß̂ …̇…́ …̨ ¥„…–¤…¸……

¨¡… ‰̊……¨̌ …„…̨ ¥…˝̊ ´̊ …̇ Ø¿…， ………œ………”

……–……Ø…fl·ƒ……。 ”«、º‰…ø–…̊ …̋ ‹……。
2020 ˜Œ7 … ，́ ˛…̀ Œ̇ ，…˝̨ fl……̨ fl……”«

†………、º‰̃ ‡……†Ø̊ –，`‰̈ …̧ø†»̈ …̊ …‰»·œ˛˚

……，………›„……Ø…fl•·‚·‰………”…，† ‰̄»·œ̀ ¸……

˙，˛¥„…–¤…¸……¨¡…˚‰…†¢…º”«…´‰，——·fi

„'、¶…¿„…Ø…fl……†Ø…˜̨ …̊…。

–…–¤…¶（•¤… …̆…–¤·— ”́…̃ …̌ …̇… …，

…Œ…… ˝¤…¶…– —……æ— ）̧¸…… …̄œ»…̧ fĭ ‰…˜

…Æ‚…，…‰…·…‰¶…… …̃ˇ̃ Œ̈ ¿̧“̊ ……¢……–£‰¡

…，…œ，…—†»•¤•………`…—˜“ˇ´ˇ…”，ˇ……ˇ¨¸
¶…̊ ……—¶…、…—”ƒ… –̃£‰¡̊ ‡̆ •。 4 …´8 ¨…，
‡⁄…‡˚—……´·˙，¨¸ˆæ•¤…”…»……„«¿“…………

`¸–»‚…¨¸…，˜‡、¯…˜‡ˇœ˚……—¶…、…—”ƒ˚‡
˘•—…̊ ‚́‰·，̂ æ̊ „́«……̧ …̧ …̌‚，†¢…–̋ ¥—ß

¯—。
2019 ˜Œ5 …´，–»‚…¨¸…，˜‡、¯…˜‡……

…Ø„†̋ ‹‡…… ，̊…ß… …̂…̃ ‡…œ̨ ……—̌ …„«̧ …„'

……̊ –…˘̨ …… ¿̃ »̋§…˚̀ ，̌ˇ…»……—…˙̃ …†¡…¨

´…—…†¡… …̃ˇ̃ Œ̈ …̧…»…̋ ˘̌ œ–£‰¡̆ •，¸ø»æ
…ß̈ …̆ ‰•…。 ˝‹̃ Œ5 … …́`9 … ，́`‰̈ —̧Ø„„

‡⁄…‡̊ —…˙̃ …†¡¿…‚·…‚………—— 、̃…—…ˇ̃ Œ́ …

—……††¡¿…… …̆—— …̃ …̈¥̨ »， ¿…… …̆¡… ，́»…
‡˘………”ˇ…‚ˆ…¥˛»„⁄……¨¸…–、…¤……，……ˆ…
…“ “301 …—»“»……¨–ƒ”“˚¥•‰¯˘…“‚…‰”
˜…”（»ø……¿…•……¨…”¸… II ·œ） –£‰¡˘•…—

•˙•¤……………—¶…、…—”ƒ…˜•˙˚‡˘•…›`ˇ（”…
…›…，¶¤˛““ …˛¸Æ¶………¸«º…” …¨˛……˚）
…˜˙Ø¿…ˇ´， ‰«`‰……–£‰¡˘•ˇ…¶…˛» 60
…` 90 ¸Œ、……»……˙˜…†¡…¨¶………´…—……†
†¡…˜…ˇ¨¸‰，——˝˘ˇœ，ˇœ˚…‰…¶…„†…˘ 6
˝…………“。

2020 ˜Œ9 …´ 10 ¨…，…，˜‡–»…¥»æ„Ø
…‚。˝‹̈ …，¯…̃ ‡……¶fľ …„«…†»œ„…̋ ¶…‚。`‰
¨¸…‰…‚”……ø¨…˚…„'˚…`¸………”…˜•‚……˚´

˚…†¢………‚̈ …̌…̈ •̌£。`…†Ø̂ …，…，̃ ‡、¯…̃ ‡

……†»……–‚̊ ‡̆ •、…'̆ •…›…“—…¿…… …̊ …̊˜̇ Ø

¿…ˇ´，„†˝‹ˇœ˚…“301 …—»“»……¨–ƒ”“˚¥
•‰̄ …̆“‚…‰”̃ …”“……̊ …̆ ‹”“´„— …̃“”… †̈œ

˘•，·……—̃ †…ß。…‚•¢”…，`‰̈ •̧…–…̌ …„«…†

»œ„…̋ ‰̧…̨ ¥•¤̧ ø…ˆ5 ˝……“。
•¤…”̈ ˇ̨ “，`‰–»‚…̈ ¸̌ œ̊ …̂ ……“†……—

…—¶…、…—”ƒ…˜•˙˚‡˘•…›`ˇ˚‡˘•，˘…——˛“
…ø……„„‡…̌ œ̊ ……—¶…、…—”ƒ̊ ‡̆ •……。˝‹̊ –，
…，̃ ‡、¯…̃ ‡̌ …†»……¶¤¶…̊ …̌ ß•………̌ œ̊ …̂ …

…“†……—…—¶…、…—”ƒ… •̃˙̊ ‡̆ •…›̀ …̌ –̃£‰¡

˘•，˙…”ƒ̀ †̧»……¶¤̌ ß•………… ”̃ •̌¤̈ ¤……»…

˚„†»……¶¤ˇß•…………˜”ˇ•¤¨¤……·ƒ……–»˙…

”ƒ…˜̨ £̌ ……·…‹， ¸…”ƒ̀ …̧…»Æ„«………ß……，
‡…‡—…£—…̊ …́…̈ ˛̋ …，»„…ƒ‡—…£̂ æ̊ ´̇ …̈ ¤

……̈ 。̨……́ ·̇ ，……†……”……̨ “„«……̧ …̧ ˇ̆ …̧ …

¨ ，̧ …“˙…`‰¨¸`‹·，…§‚¶‡˝•£—…¯…‡¥‰…

60 ……˝……“， †¢……˚¡…¶………ˇˆ‰……„«¿“¯…

…æ……̇ ‚，……•¤…—……，…Ł………§‡…。
……” …̌，̃ ‡、¯…̃ ‡•‚………˜̊ ´̊ …、—…… 、̊

˙Ø‰……………̆ …——̨ “¶………»Æ…˜̨ £”ƒ‡…¶ ，̈•¤
…”……•¤……‡……»……̄ —……： –»‚…̈ …̧，̃ ‡、¯…
˜‡•‚ˇœ˚……—¶…、…—”ƒ˚‡˘•……，•…–…¯—·ƒ
…—˘…˝‰—… 1 ˜Œ 10 ‚……´、 1 ˜Œ 6 ‚……´，
†¢•…–…·ƒ•£‰…̈ ¸̂ æ–…1 ˝……“；`‰–»‚…̈ ¸

˝ ‰̧……˜̨ ¥•¤̧ ø…ˆ̈ ¸̂ æ–…10 ˝……“……•¤…Ł
……ˆ»˚…，…ˇ‰…„œ¿…；……`…`‰–»‚…¨¸……¯—
………œ—§”…30 ¨…̃ …̌ …„«……̧ …̧ ˇ̆ …̧ …̈ ‡̧⁄

…‡̊ —……́ ·̇ ，……†……”…§‚¶10 –¶‡ •̋£—…̄ …

‡¥‰…̈ ¸̂ æ–…60 ……̋ ……“， †¢……̊ ¡…¶—´̨ ¯

ˆ‰………˝̆ …̌ œ̊ ……—¶…、…—”ƒ̊ ‡̆ •… —̃—̨ “̌ …

ˇß•………„«¿“̄ ……æ……̇ ‚。

˚fi… ·̧…”…†»̊ …̊ …̊ fi… ·̄…”…†»…“…„

社区书记 5 年非法敛财近百万元被查处

兜售有毒有害保健食品
`‰–»‚…̈ ¸̀ …—………•£¿…

•¤… …̆…–¤·— ”́…̃ …̌ …̇… ……Œ¿ ˚…̌ ……œ ¯•……̈ …¿´ ˝¤…¶…– ˇ˜̆ ‰…†

•¤́ …†»»Æ…'̋ …̈ ”̨ …̨»‚…”ˆ̈ ，̧…††»»Æ• „̄…̈ ”̨ …̨»‚…»…̈ 。̧ 5 ˜Œ• •̇¤̀ †† ‰̆………̋ ……“，˛¥„…̊ …•…、—Ø……”ˇ̋ ‹、„«¿…́ …̂˛……‡£…´̊ —̨ …̀ Œ̇ ，………†‰…

……‚˚́ ¶̧ …́…̇ ，…›…‡………§̊ Ø… ”̇«…´̂ ¿…»· …̨˜̨ ¥…˝̨ ¥•¤，ˆ¿…»· …̨ …̃…̋ …̧ ‰…ß，¶…………⁄…⁄…fi…—–Œ”ˆ̀ …̧…‚æ。 ‰…̈ …，…–………˝̨ fl……̨ fl… „̋«¿“̀ ·̧ …̧‚…˜̌ Œ̇ Ø。

【…·… …̋…̧ …】
”«… …́…̨ “…‡…–” »̋ø†ª̈ ”…………… …̨Ø…fl

… „̃⁄……̈ …̧–，……̌ º—¯̃ ……¥̊ §，•¤… …̋…̊ ¶…›

–¡。 ¶……‡†»……‡ †̌»…ˇ̊ …，˙…………‡…˜̊ fi… ·̧…

”…†»˚…˚…、†»˚…`†，˚fi…¯·…”…†»…“…„，˚…
……̈ ”…………–…… ‚̃fl…………— ，̋…ƒ…Ł…ˇ̧ …·ƒ……。
…›̨ …̀ Œ̇ ，…˝̨ fl‡£̨ fl»Æ…—…¿， ……¶¤‚，…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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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接待法律援助申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