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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不过三万天，半百入狱度残年；本该享受天伦乐，只因错用手中权。 警示后人莫等闲，
常修其身过三关；党纪国法记心间，留得清白世代传。 ”2019 年 1 月 16 日，甘肃省白银市政协委
员工作委员会原主任万国锋在忏悔书中写下了这几句话，令人唏嘘，让人扼腕。

“土地爷”的迷失之路

万国峰

万国锋，在国土部门工作近 30 年，调任白银市
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主任前曾任市国土资源局党
组书记、局长，被当地人称为“土地爷”。 2018 年 7
月 16 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白银市纪委监
委审查调查。
经查， 万国锋在担任白银市国土资源局副局
长、局长等职务期间，违反政治纪律，转移、隐匿非
法所得，逃避组织审查调查；违规打探案情，串通他
人做伪证，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调查。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反组织纪律，破坏组织原则，
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力为亲属和他人在干部录用、
职务晋升中谋取利益。 违反廉洁纪律，大肆收受礼
品、礼金，借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之机敛财。 违反工
作纪律，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违反生活
纪律，长期与他人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涉嫌职务犯
罪，多次收受巨额贿赂。 涉案总金额逾千万元。
今年 1 月，万国锋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
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7 月 31 日，
万国锋涉嫌受贿案一审开庭。

“烫手山芋”砸在自己手里
2018 年 5 月底的一天， 白银市白银区西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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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人来人往。 万国锋正在这里与一名老板商量一
件重要的事情。 原来，2013 年，万国锋收到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尚某某存有 50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卡
一张。 万国锋陆续花去其中 31 万元后，该卡因涉
嫌尚某某的民事官司被冻结。 2017 年，尚某某得知
此事后又给万国锋送去 19 万元现金以补足 50 万
元。 2018 年 5 月，万国锋在违规打探到白银市纪委
监委正在调查他时，约尚某某在西山公园见面，将
准备好的 19 万元现金退还给尚某某，并与尚某某
统一口径，制造借贷假象。 同月，万国锋用同样的
手段、 同样的理由退还商人王某曾赠送的价值 25
万元的轿车款。
此外，万国锋还通过签订假合同、以他人名义
的银行卡存放违纪违法所得、 将车辆登记在他人
名下、转移违纪违法所得物品等方式，订立攻守同
盟，对抗组织审查。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经过调查人员的努力，
万国锋最终也没能将“烫手山芋”扔出去，被一文
不少记在了他的贪腐账上。

贪婪的下场不过是作茧自缚
百善孝为先。 然而，以孝之名敛财，让人痛心、
令人心寒。 2014 年、2015 年，万国锋父母相继离世，
在操办父母丧事期间， 他先后收受商人王某某、杨
某某送的香烟 2 箱（每箱 50 条）、白酒 5 箱（每箱 6
瓶），并由商人高某某替其结算厨师费 2 万余元。
经查，2012 年至 2018 年， 万国锋在担任市国
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借过年过节、操办婚
丧嫁娶事宜等时机，收受下属和商人的礼金、高档
烟酒、土特产等，折合人民币 13 万余元，特别是红
白喜事所用物品一律安排老板埋单、置业所用电器
家具皆由商人购买。 同时，多次违规接受多名私营
企业主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享用高档酒
水，经常出入娱乐场所。
不仅如此，其家人也先后接受商人安排的外出
旅游 2 次，共同隐匿赃款赃物对抗组织审查，对于
送上门的礼品更是来者不拒。每次接受老板的旅游
安排时，万国锋的其他亲戚也坦然陪同。更有甚者，
2016 年，万国锋以捐助特困户为名，安排在其关照
下取得土地整理开发项目的私营老板滕某某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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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亲属建设房屋，花费 7 万元左右。事后，其亲属仅
象征性地支付了 1 万元了事。

台上台下
“两面人”终栽跟头
2017 年 2 月 13 日，万国锋主持召开白银市国
土资源局党组会议时所说的话让不少干部职工印
象深刻：全市国土资源系统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始
终绷紧作风建设思想弦，坚守廉洁从政底线……
然而，讲这段话前十余天，他刚在办公室收受
了某商人所送的加油卡。
“官可以不当，原则不能不要”，过去熟悉万国
锋的人，都知道他的这句口头禅。 在国土部门工作
的 27 年里， 他曾妥善处理了发展与保护耕地的关
系，实施了旱地变水地、坡地改梯田等深挖土地潜
力的一系列项目，创新推出的四方合作找矿行动为
资源枯竭型城市继续发展探索了新路子。
然而，在权力面前，万国锋逐步蜕变，而且，一
出手就是“大手笔”。 经查，2004 年，时任副局长的
万国锋，在为王某办理相关土地用地手续过程中给
予关照和帮助。 王某送给万国锋面积为 82.92 平方
米的房屋一套，估值 7 万余元（当时，白银市区房屋
均价在每平方米 700 元左右）， 这让万国锋尝到了
权力的甜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2011 年至 2017 年，万国锋在担任白银市国土
局副局长、局长期间，利用职权便利为其内弟卜某
某承揽市国土局主管的土地整理开发项目、矿山地
质灾害防治项目等 23 个标段， 总标的 5900 余万
元，并参与利润分成。卜某某单独或与商人孙某某、
黄某某等人合伙实施项目。“
卜某某在与他人合伙
实施项目时不参与具体施工、管理，却以万国锋和
其两人的名义分去工程利润的大部分。 ”审查调查
人员告诉记者，万国锋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长期
进行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 收受巨额贿赂尚不满
足，视全市国土系统如自家公司，自己身居后台指
挥拿项目，安排亲属前台合伙分利润，滥权逐利。
“
过去，如果我能切身体会到失去组织、失去家
庭、失去工作，一无所有的绝望，我绝不会心存侥
幸， 绝不会触碰任何一条红线、 踩踏任何一条底
线。 ”万国锋重重地写下了这个
“如果”，只可惜，人
生没有如果，等待他的，只有法律的严惩！ （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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