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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节就要到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
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及“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
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违反廉洁纪律。 严格执行条例，月饼千万不能这样吃！

中秋将至 这些月饼不能碰

■基础设施
对 2020 年底前新建、 改扩建
种猪场、规模猪场（户）和禁养区内
规模养猪场（户）异地重建等给予
适当补助；2019 年适当增加生猪
调出大县奖励资金规模，重点支持
生猪生产发展、动物疫病防控和流
通基础设施建设。

收受管理服务对象赠送的月饼
2014 年至 2016 年期间，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委会赵长文从事单位公车管理工作。
2014 年春节前， 赵长文携配偶等一道违规接受公
车定点维修公司刘某宴请。 2015 年及 2016 年中秋
节，赵长文接受刘某赠送的月饼。
赵长文身为中共党员，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违规接受宴请、收受公车定点维修单位礼品，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贷款贴息
种猪场、规模猪场流动资金贷
款贴息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延长期内，将符合
规定的种猪场、 规模猪场用于新
建、改扩建猪场的建设资金纳入支
持范围。

公款购买月饼给职工发福利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发电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党支部书记胡吉祥于 2013 年至 2015 年间，公
款购买高档酒水和香烟用于公务接待， 公款购买
高档公文皮包和中秋月饼券用于滥发福利以及组
织公款旅游等。
胡吉祥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按照程序被
免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

给职工发放管理服务对象赠送的月饼
2014 年至 2017 年春节、 端午节和中秋节期
间，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城管委燃气管理办公室
主任李远伟收受武汉长真燃气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曾某赠送的黄鹤楼 1916 香烟共计 22 条。
此外，2014 年至 2015 年元宵节、中秋节期间，
武汉市武玖液化气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汤某向区
城管委燃管办赠送元宵 12 份、 月饼 12 份以及
1300 元购物卡， 李远伟将上述物品向燃管办工作
人员进行了发放。 2017 年 9 月 4 日晚，李远伟参加
服务对象曾某组织的宴请活动。
2018 年 1 月，李远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单位职工发月饼安排下属单位报销
2013 年中秋节前， 陕西省工信厅原党组副书
记、副厅长，陕西经济联合会原会长许蒲生安排省
纺织协会为厅机关职工购买月饼， 花费共计 17.4
万元；2016 年春节前，经许蒲生同意，省纺织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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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猪肉供给和价格问题受
到社会关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
解到，8 月 31 日以来，农业农村部
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
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银
保监会等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多部门相继印发文
件， 出台 17 条政策措施支持生猪
生产发展。

为该联合会职工购买购物卡， 花费共计 7.7 万元；
2013 至 2017 年，许蒲生违规领取和接受省软件协
会价值 3 万元的购物卡。
2017 年 12 月， 许蒲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违纪资金被收缴。

购买月饼送礼后在单位报销
2015 年 9 月 10 日，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环
境保护局党组书记、 局长佟玉宝从海拉尔乘机至
呼和浩特市， 赴自治区环保厅办理陈巴尔虎旗通
用机场建设项目环评评审事宜， 并入住内蒙古东
达酒店有限公司锦江国际大酒店。 因去鄂尔多斯
市看同学，将原定于 9 月 13 日乘机返程日期改为
9 月 15 日。 其间， 为看望同学从酒店购买月饼
1285 元、 去鄂尔多斯市返回呼和浩特市车费 65
元、9 月 13 日不能退飞机票产生费用 1000 元，均
于 2016 年 5 月 9 日在陈巴尔虎旗环保局报销，并
多领取了两天出勤补助 130 元。
2016 年 8 月 19 日，陈巴尔虎旗纪委给予佟玉
宝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 （新华）

星
期

4

17
条
硬
措
施
支
持
生
猪
生
产
发
展

农
业
农
村
部
等
多
部
门
相
继
发
文

■保险
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暂时将能繁母猪保额从 1000-1200
元增加至 1500 元、育肥猪保额从 500-600 元增加至
800 元，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把握时间窗口，持续开
展并扩大生猪价格保险试点。
■推动粪污处理
扩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实施范
围，2020 年择优选择 100 个生猪存栏量 10 万头以上
的非畜牧大县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补贴补助
2019 年实施生猪良种补贴， 补贴标准每头能繁
母猪每年不超过 40 元；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经费
由现行按年度结算调整为每半年结算发放一次，中
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后， 县市要在三个月内将补
助资金给付到位；强化省级财政的统筹作用，对非洲
猪瘟防控经费保障、落实稳定生猪生产、强制扑杀补
助等政策措施确有困难的县市， 可降低或取消县市
财政承担比例。
■运输
从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对整车合法运输仔猪及
冷鲜猪肉的车辆，恢复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
道”政策，在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期间，对整车合法运输种猪及冷冻猪肉的车辆，免收
车辆通行费。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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