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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报 对 王 莹 的 描 述 为 ：“ 人 前 攀 附 领
导、巴结奉迎不知耻，人后穷奢极侈、放纵
糜烂不检点，在婚姻存续期与他人长期保
持不正当性关系”“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
婪，生活上放纵”“将救死扶伤的医疗机构
当成发家致富的生意场，在医院工程项目
建设、后勤服务承包、医疗设备和药品采购
过程中，甘愿被社会老板收买役使，披着医
者仁心的外衣收着黑心回扣，搞权钱交易
和利益输送”“隐名伙同他人开公司，利用
职权帮助自己的公司承接与博爱医院有关
的业务”等。这份“双开”通报，篇幅之长，
用辞之严厉，在过往问题官员的通报中颇
为罕见。

一天后，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发布通报
称，王莹涉嫌受贿罪一案，由中山市监察委
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
前，中山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
王莹决定逮捕。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在王莹出任该院院长期间，发生过“产
妇手术后阴道内遗留纱布”等多起医疗事
故，涉医腐败问题凸显，王莹曾被网友发帖
举报。

职位像坐飞机一样往上升

籍贯辽宁沈阳，求学贵州遵义，就业广
东中山，是王莹的大致履历。

1995 年，23 岁的王莹来到中山妇幼保健
院，当了一名普通医生。2000 年市妇幼保健
院与博爱医院合并。2005 年 8 月，王莹成为
博爱医院医教科副科长。2008 年 6 月，她任
药剂科科长兼医教科副科长。两个月后，她

便成为中山博爱医院副院长。不到两年后，
她又被提拔为该院院长（副处级），这一年她
不足 38 岁。2013 年 7 月，她任博爱医院党委
书记、院长，成为党政“一把手”。

一位在该院从医多年的知情者称，王莹
被提拔为院长时遭到不少质疑。该知情者
称，2005 年当上副科长后，王莹就很少来医
院上班，医院也基本没人敢管她。“她的主要
工作就是陪领导吃喝玩乐，职位却像坐飞机
一样往上升。”

这位知情者称，王莹升迁的背后，与一
位时任主要市委领导有关系。“大家都知道，
王莹是老领导的人。”有一年，博爱医院对中
层干部进行民主评议，采用无记名投票，以
王莹平常的表现，她很可能过不了关。此
时，该领导来到博爱医院，名为到医院考察，
实为为王莹助阵。另外，这名老领导还专门
为她去做市委组织部领导的工作。

在博爱医院院长职位上工作了 8 年后，
王莹落马。在王莹被调查近两个月后，2018
年 6 月 6 日，王莹的前任，已退休的中山市博
爱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朱洪全落马。朱洪
全被查与王莹是否有关，目前尚缺少权威信
息发布。但王莹快速提升，正是发生在朱洪
全任院长期间。

医院问题频发4年前她曾被查

这些年博爱医院问题频发，王莹还被实
名举报过。

2014 年底，一篇题为《王莹——中山市
博爱医院院长贪腐录》的网帖开始流传。发
帖人自称曾在中山市博爱医院妇产科工作

十多年。
该网帖提出了王莹“医疗回扣”的问题，

这在中山纪委的相关通报中也有表述。
发帖人称，2010 年，博爱医院花 1983 万

买了一台西门子 64 排 128 层 CT 机，该型号
的 CT，不管是西门子、GE 或飞利浦，进口价
都在 700 万左右，卖到医院的价钱一般为
1200 万到 1300 万，而且已经含两年的全保和
全部软件。“但是，我们医院居然买了个全世
界最高价 1983 万。”

中国政府采购网的公开信息与该发帖
人爆料的价格一致。2010 年 3 月，中国政府

采购网发布的中山市博爱医院的评标公示

显示，该套螺旋 CT 机的中标金额为 1983 万。

通过中国政府采购网等公开渠道查询

的信息显示，其他医院购买该套 CT 机要低
廉很多，最高差额高达千万左右。广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 2013 年购买的价格为 999.2 万；

景德镇第一人民医院 2011 年购买的价格是

996 万；儋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2 年购买的

价格是 1298 万。

该发帖人称，王莹的丈夫为香港人，这

也为她的贪腐提供了便利。
该网帖发布后，中山市纪委、市卫计局

纪委作出了回应。2014 年 11 月 24 日，中山
市纪委发布消息称，对前期有关信访中反映
中山市博爱医院院长王莹的贪腐问题，市纪
委、市卫计局纪委已经进行了核查。

在此后 3 年多的时间里，调查组迟迟未
公布核查结果。期间，王莹继续高调亮相在
多个活动中。她还主持多项科研项目，发表
过多篇医学论文。 (中周)

日前，广东《湛江日报》披露了一则“雷
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蔡启寿被
免职且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的消息。
蔡启寿虽然级别不高，但官方通报中的问题
描述详细且“罕见”。

蔡启寿的有关问题是由湛江市委交叉

巡察发现的。通报指出，蔡启寿因不履行管
党治党主体责任，班子政治生态严重恶化，
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工作失职渎职。

雷州市地处雷州半岛腹部，东临南海，
西濒北部湾，蔡启寿治理下的雷州市海洋与
渔业局部分班子成员不履职尽责，对群众反

映强烈和深恶痛绝的“包海”、“渔霸”及“保
护伞”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渔政执法不
力，导致所辖海域渔业生态严重恶化，群众
采海生计难以为继，怨声载道。

另外，渔政执法乱象丛生，以罚代管、违
规执法、徇私枉法，收支处罚随心所欲，“吃拿

卡要”习以为常，甚至出现下级渔政执法中队

扣押上级渔政执法大队船只长达半月之久。

湛江市委巡察办还介绍，此前根据巡察

移交的问题线索，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

某涉嫌严重违纪，已被纪检监察机关留置审

查，渔政执法大队长及 4 名中队长同时被立

案审查。

记者注意到，6 月 15 日，湛江市纪委监

委微信公众号“廉洁湛江”曾发布消息称，雷

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强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 (澎湃)

广东雷州海洋与渔业局局长被查，官方通报问题描述“罕见”

工作失职渎职 执法乱象丛生

把分管领域当
“私人领地”和“生意场”
黑龙江医科院原副院长申宝忠被双开

日前，经黑龙江省委批准，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对黑龙江

省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黑龙江分院）原副院长、哈尔

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原院长申宝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申宝忠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拉帮结派，搞“小圈

子”，搞封建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私营企

业主提供的旅游服务和宴请；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如实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权违规为亲属谋取人事利益；违

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金，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违规为亲

属谋取经济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承揽、医疗耗材

采购、医疗项目合作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

嫌受贿犯罪。

申宝忠身为医疗领域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信仰丧失，纪

法意识淡漠，违背宗旨，忘记初心，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

团团伙伙和封建迷信活动，将组织交给的分管领域当成结

党营私的“私人领地”和以权谋私的“生意场”，严重违反党

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

不收敛、不收手，从一名有贡献、有业绩的专家院长堕落为

贪婪擅权、目无党纪国法的腐败分子，严重损害了公共医疗

卫生服务机构形象，性质恶劣，情节严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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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议、省监委委务会议审议

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申宝忠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钱款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黑纪)

江西一干部被双开，经常无故旷工

多次接受异性有偿陪侍
江西上饶市纪委监委 7 月 6 日发布消息，日前，经鄱阳

县委批准，鄱阳县纪委监委对鄱阳县水利局灌湖水库工程

管理所所长万继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

经查，万继锋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礼品；违反

组织纪律，违反议事规则，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经常无故旷

工；违反群众纪律，违规收取工程承包商赞助费；违反生活纪

律，多次接受异性有偿陪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

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涉嫌贪污

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共

鄱阳县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万继锋开除党籍处

分；由县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

犯罪问题及所涉款物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江广)

陪领导吃喝玩乐升职像坐飞机
广东一医院女院长被纪委“超严厉”通报

一份长达993字“超严厉”的
纪委通报，把一位副处级

女干部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6
月15日，广东省中山市纪委发布通
报称：经中山市委批准，中山市纪
委监委决定对博爱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王莹（副处级）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立案，进行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日前，中山市人民检察院
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王莹决定逮
捕。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王莹王莹（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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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上午，朱振彪从河北唐山市曹妃
甸区综治办领到了《见义勇为行为确认书》。
2017 年1月9日，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
张永焕，致后者被火车撞击身亡，随后遭其家
属索赔 60 余万元。2018 年 2 月 12 日，法院对
该案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张永焕的肇事逃逸
行为构成违法，驳回死者家属的诉讼请求，死
者亲属曾提起上诉又申请撤回，唐山中院作
出准许撤回上诉的终审裁定，一审判决生效。

法院认为，张永焕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
摩托车逃离，被告朱振彪作为目击者，及时向
公安机关报案，并驱车、徒步追赶张永焕，督促
其投案，在发现其有危险后，高声叫他回来，同
时向火车挥衣报警，其行为本身没有违法性。
同时，根据我国法律，交通肇事发生后，车辆驾
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张永
焕肇事逃逸的行为构成违法。朱振彪作为普
通公民，挺身而出，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

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应予以支持和奖励。
社会生活中，很多人可能会碰到违法犯罪

行为，有人选择明哲保身，有人则仗义执言，勇
于制止不法行为。见义勇为既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又是应该弘扬的社会正能量，无论
从道德还是法律角度看，见义勇为都应受到鼓
励和保护，并免除没有重大过错者的法律责
任。对此，《民法总则》规定，因正当防卫或紧
急避险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法院判决是一种社会风向标，对公民社
会行为起到很大的引领作用。一次公正的判
决往往是一堂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因
此，我们更应该用法律最大限度地保护见义
勇为者，从而弘扬社会正气，鼓励人们敢于见
义勇为，让更多人有底气站出来向违法行为
说“不”。既不能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后再流
泪，又让违法者得到应有的惩处，从而强化

“正能胜邪、邪不压正”的社会风气。 (工人)

网约护士
近期，北京、上海、西安、济南等多个

城市出现了“网约护士”——用户点击手
机下单，护士可以上门提供专业医疗护
理服务。当前，“互联网+医疗健康”领域
发展正在风口上，互联网医院、处方共
享、药品配送、医保结算、人工智能辅助
诊断等“新业态”、新手段纷纷借助互联
网技术，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使
人们看病就医更加便捷。与对待其他新
业态一样，对“网约护士”，我们不能因为
它可能存在一些风险点而一味管死，也
不能因为符合需求就放任自流。（人民）

今年上半年，广西南宁西乡塘区人民法
院陆续受理了广西某金融投资公司诉高校学
生借款合同纠纷案件，400 多名大学生成被
告。值得注意的是，该系列“校园贷”案件陆
续开庭后，没有一名大学生应诉。这些被告
大学生普遍认为，“校园贷”等于非法放贷，国
家打击“高利贷”，他们借的钱不用还。法官
表示，如果判决这些大学生败诉后，他们仍不
还钱，等他们上了老赖“黑名单”后，不仅要还
钱，而且会给个人信用留下污点。

虽然涉事的“校园贷”是属于被取缔、打
击的高利贷。然而必须明确一个常识，即高
利贷不受法律保护并不意味着可以借钱不

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
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
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
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
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
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36%，超过部分的利息
约定无效。

也就是说，只要借贷年利率未超过 24%，
借款人都应当支付本金和利息。如果年利
率超过 36%的，即便借款人已经支付利息，也
有权要求返还超出的部分或者折抵本金或
利息。由此可见，超出年利率 36%部分的利
息才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高利贷，借款人无需

对此承担支付责任。此外，有关部门严厉打
击高利贷、“校园贷”，也只是打击高额利率、
利滚利、“套路贷”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而
并不完全否定借贷行为本身。

要知道，哪里都不会有借钱可以不还
的好事。而作为本应最讲规则、最讲诚信、
最有法律意识的大学生，竟然存在如此错
误的、离谱的思想认识，既可笑、又可怕。
可以说，接受过高等教育且已成年的大学
生，根本不应该存在这种脱离常识的思想
认识，以“校园贷”违规就可以借钱不还且
拒不应诉的做法，不仅很自私，而且是典型
的耍赖行为。 (法日)

河长制不是
竖块牌子就完事

据新华社报道，2018 年一季度广西南
流江干流玉林市境内水质全线下降至劣 V
类，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严重滞后。媒体
报道中有一处细节，南流江支流小白江岸
边的“河长公示牌”旁堆着塑料袋、纸盒等
垃圾。这样的场景，着实有些讽刺，也让我
们警醒：河长制真不是竖块牌子就行了，而
要把责任树在主政官员心中。

早在两年前，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
组就对广西开展了环境保护督察，发现了
9 个突出的生态环境损害问题，南流江污
染便是其一。尔后，广西对 141 名责任人
进行问责，其中，厅级干部 11 人，处级干
部 44 人。但饶是如此，南流江的污染依
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甚至出现了“全线
下降”的尴尬，让人心痛不已。

今年 6 月，生态环境部集中约谈三市
（县）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这当中就
包括广西玉林。约谈指出，玉林市没有从
讲政治的高度对待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
作，态度消极，措施不力。

河长制的一大效力，便在强化考核问
责上。根据不同河湖存在的主要问题，实
行差异化绩效评价考核，以此作为相关河
长考核的重要参考。我们不知道，面对如
此“治理效果”，玉林当地负责治污的主
官，得到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和怎样的升
迁降免，但问责之后再出问题，需要给公
众一个交代。

当然，治理河湖污染非一日之功，生态
修复是一项长期的、细致的工程。但是，污
水可以明目张胆地直排河道，连河长公示
牌下都垃圾成堆，这样的“治相”未免触目
惊心，实在难掩消极漠视之态。 (光明)

依法行政
要有“店小二”精神
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一名群众在南昌市办理就业困难人员

社保补贴时，因户籍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章是圆形章与社保关系
所在地就业部门要求的条形章不符，导致被拒。事件经媒体报道
后，南昌市人社部门安排专人办理，取消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必须
加盖专用条形章的规定，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地方都提出服务发展要有“店小二”精
神。对“店小二”来说，如果服务不好，就会得到差评；而政府工作
人员服务不好，最多“衙斋卧听萧萧竹”，对其自身很难产生影响。
当前很有必要借鉴电商评价体系，推出一套政府服务评价机制，实
现政府工作可定义、可量化、可操作、可考核和可追究。 （法日）

移动支付转错人
并非“不治之症”

据报道，不少地方发生过通过微信转款转错人而对方拒
不返还的事件，广州、武汉等地的一些微信用户为此求助于
警方，甚至与收款人对簿公堂，但结果并不乐观。

假如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移动支付企业对于违法行为
或者恶意侵占他人金钱的行为，不得拒绝提供交易者的真实
信息，受害人不会错失警方的救助和法院的司法保障；假如监
管部门构建起扎实、牢固的“防火墙”，防患于未然，不给某些
人钻空子的机会，类似问题也不会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移
动支付市场的一些问题并非“不治之症”。如果移动支付平台
能给用户开辟受助机制，加强风险提示和建立转换隔离机制，
一些纠纷和矛盾就会得到有效遏制。 （工人）

公司就业歧视
除了道歉更应追责
这几天，互联网上刷屏的，是阿里巴巴旗下盒马鲜生的

就业歧视事件。一名京籍应聘者被负责招聘的“田经理”以
“不要本地人”为由拒绝。这件事情在网络曝光之后，引起了
许多网友的愤怒。他们纷纷表态要求企业道歉。

面对越来越多的这样那样的歧视，劳动权益的保障部门
不应该坐视不管，不应该坐等其成为“风潮”，一定要为劳动
者撑腰，对歧视者予以惩戒，必要的时候，也应该鼓励人们拿
起法律的武器，让歧视者付出代价。那家负责招聘的第三方
劳务公司，目前状况已经证明它不能胜任其职责，更需要从
人员任用和内部管理上进行整顿，进行追责。 （法晚）

法律更应该为见义勇为撑腰

违规贷款不等于有借无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