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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瑞轩小区房屋清理过程中，有部分住户没有办理房产登记手续，为进一步理清房
屋产权关系，确保后期办理房产的认定和登记工作顺利进行。 现进行公示如下：

一、在上次公告期内（2014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30 日）到宝瑞轩小区房屋清理工
作领导小组进行登记的购房人（见附表 1），本次拟定其为现有房屋的实际产权人。 如
果认为公示的现有房屋占有人不是实际产权人， 可以对上述登记的购房人提出异议并
到宝瑞轩小区房屋清理工作领导小组反映情况；如果认为现有房屋与自己有产权关系，
请提供购房合同、缴款凭证等相关手续到市法院主张权利。

二、公告期满，本次公示购房人将作为对应房屋的实际产权人进行房产购买手续审查。
三、公告时间：2014 年 12 月 23 日 -2014 年 12 月 30 日。
联系电话：0979-841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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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序号 姓名
房屋坐落位置及面积

备注
栋号 单元 室号及方位 面积

1 祝正连 11 2 202 106

2 刘丽萍 3 3 301 76.54

3 韩湘成 1 1 301 113.04

4 胡建庄 11 2 502 106

5 刘德刚 福祥阁（1 号楼） 2 404 103

6 徐静静 4 1 1楼东 76

7 张焕清 8 601 103

8 马有才 11 1 301 103

9 唐家中 5号楼和 7 号楼之间的小二楼南 -01 室 50

10 夏彩忠 5号楼和 7 号楼之间的小二楼南 -04 室 50

11 李娜 4 2 402 103

12 阴瑞普 5 2 501 103

13 邓鹏 1 2 302 116

14 周国锋 3 3 401 116

15 刘海勇 3 3 501 116

16 郑观平 3 2 502

17 蔡永杰 1 1 103 39.5

18 马进成 7 1 301 135

附表 1：

宝瑞轩小区拟定为现有房屋实际产权人公示表

中央纪委 26 日通报了 7 起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加强监督执纪问责， 确保务实节俭过
节。

这 7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是：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王建鸣违规参加公款宴请问
题

2013 年 12 月 19 日，湖北省人大常委
会法规工作室与省政府法制办在武汉东
湖宾馆召开立法工作沟通协调会。 会后，
省人大常委会法规工作室在东湖宾馆组
织宴请，王建鸣等 48 人参加，宴请花费公
款 17659 元。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
中央批准， 给予王建鸣党内警告处分，责
令退赔相关费用。

●住房城乡建设部法规司
违规发放过节费问题

2014 年春节前夕， 住房城乡建设部法
规司以举办培训班“劳务费”名义，从住房
城乡建设部干部学院提取 19 万元现金，并
向全司人员发放。其中，18 名在职干部每人
1 万元，4 名挂职、借调人员合计 1 万元。 住
房城乡建设部直属机关纪委给予法规司原
司长曹金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副司
长周韬党内警告处分，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
诫勉谈话，清退违规发放的现金。

●江苏省扬州市党政考察团
部分成员接受超标准宴请问题

2014 年 5 月 9 日晚，扬州市党政考察

团赴河南省开封市考察后返回扬州市，扬
州市江都区委书记、扬州空港新城党工委
书记蒋爱祥等人在管委会食堂超标准宴
请扬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朱民阳一行，花
费公款合计 7243 元。经江苏省委常委会研
究并报中央纪委批准，给予朱民阳党内警
告处分；扬州市纪委给予蒋爱祥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诫勉谈话。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
政协以调研为名变相公款旅游
问题

2013 年 6 月至 12 月， 来宾市政协先
后组织由市政协副主席带队的 8 个课题
调研组，分 11 批次赴外省调研，其中 10 批
次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各组均不同程
度存在超调研内容和行程到景区景点公
款旅游，或以调研为名变相公款旅游等问
题，并存在携带家属、无关人员随团旅游
情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分别给予来宾
市政协副主席韦凤光、黄剑桥和党组成员
蓝凡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市政协副
主席毛裕玲、莫帮福党内警告处分，给予
市政协副主席何美媛行政记大过处分，给
予市政协副主席潘启优、韦文智行政记过
处分；责令退赔公款旅游相关费用。 来宾
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景宪法负有领导责
任，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处长李行等人公款旅游、接受超
标准接待问题

2013 年 8 月至 9 月，李行等人以调研
名义分两次赴甘肃、陕西、安徽、湖北四
省，共 14 天，其间调研时间仅为 2 天，其

余时间均被安排赴麦积山、兵马俑、天柱
山等景点公款旅游，还接受了超标准住宿
接待。 驻国家发展改革委纪检组研究决
定，给予李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其他
参与公款旅游人员进行诫勉谈话，责令退
赔相关费用；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办公厅主
任周晓飞进行诫勉谈话。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经理人员利用国外开会之机公
款旅游问题

2014 年 7 月，一汽 - 大众汽车有限公
司所属奥迪销售事业部在加拿大温哥华
市召开奥迪特许经销商投资人峰会。 会后
安排一汽 -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经理人员
30 人到温哥华、卡尔加里和班芙 3 个城市
的若干景点和景区进行旅游观光活动，花
费公款 51.8 万元。中国一汽集团公司党委
研究决定，给予一汽 -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纪委书记钟立秋撤销党内职
务、行政降级处分，公司总经理张丕杰、监
察室主任王天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
该公司所属奥迪销售事业部执行副总经
理葛树文党内严重警告、 行政降级处分，
副总经理许飏、 周纯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责令参加公款旅游人员退赔相关费用。

●黑龙江省依兰县住房城
乡建设局副局长、县供水公司经
理李刚举办 “升学宴 ”收受礼金
问题

2014 年 7 月 22 日，李刚在依兰县汇
丰楼酒店预订酒席，准备次日为其女儿
举办“升学宴”。 接到群众举报后，依兰
县纪委及时对李刚进行了约谈，责令其

取消预订酒席并作出书面检查。 7 月 26
日，李刚仍在汇丰楼酒店为女儿举办了
4 桌“升学宴”，招待部分亲属和县供水
公司职工， 并收受供水公司职工礼金
4600 元。 依兰县委免去李刚职务，依兰
县纪委给予李刚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
令退还所收违纪礼金。

中央纪委指出，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两
年来， 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令行禁止，但
也有一些人不收手、不收敛，对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置若罔闻，顶风违纪，毫无忌惮。
上述 7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就
是典型。

中央纪委 26 日还专门发出通知，要
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中央三令五申禁
止的领导干部公款吃喝、 公款旅游、公
款送礼、公车私用、收受礼金、出入私人
会所 、借婚丧喜庆敛财 、在培训中心搞
奢靡享乐等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
起，确保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做好
2015 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要求落到实处。

中央纪委特别强调， 在追究直接责
任人责任的同时，对党委（党组）履行主
体责任不力， 以致管辖范围发生严重违
规违纪行为，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对严重
违规违纪行为压制不查、 袒护包庇甚至
干预案件查处工作的， 要严肃追究其主
体责任；对纪委（纪检组）协助党委（党
组）监督工作不力，致使管辖范围发生严
重违规违纪行为，造成恶劣影响，或者监
督检查不严，发现问题隐瞒不报、拖延不
查、追责不到位的，要严肃追究其监督责
任。 对典型问题要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形
成有力震慑。

中央纪委同时公布了举报电话 ：
010-12388；举报网站：www.12388.gov.cn；
举报信箱：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
中心）。 据新华社电

26日上午，记者从念斌代理律师王兴
了解到，念斌已经向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提
交控告书，控告 8 年前办理念斌投毒案的
平潭公安局民警翁其锋、游经飞。 念斌要
求，对被控告人翁其锋、游经飞在念斌案
中涉嫌刑讯逼供罪、徇私枉法罪、帮助毁
灭、 伪造证据罪的犯罪行为立案调查，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律师王兴告诉记者，26 日上午福建省
人民检察院已经受理念斌的控告。

25 日下午，念斌及其律师向福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交了 “国家赔偿申请书”，
要求福州中院赔偿念斌侵犯人身自由赔
偿金、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及其他物质损
失等共计人民币 15321605.15 元， 同时要
求在《人民日报》《东方早报》《海峡都市

报》、新浪网、新华网等媒体公开向其赔礼
道歉、消除影响。

念斌姐姐念建兰 25 日表示，在完成国
家赔偿程序中，念斌还将向福建省检察机
关提出要求追究有关办案人员责任的申
请。

26日上午， 念斌和律师王兴来到福建
省人民检察院提交了对平潭公安局民警
翁其锋、游经飞的控告书。

记者看到，控告书中主要控告内容有
3 项，分别是：一、翁其锋、游经飞在审讯的
过程中滥用职权，打控告人，折磨控告人，
拿抓控告人老婆威胁控告人，对控告人进
行刑讯逼供;二、翁其锋不光在审讯中对控
告人刑讯逼供，还为了使其他的证据能够
和逼取的口供吻合，故意隐匿房东陈炎娇
还有丁云虾在事发后做的询问笔录，然后
重新制作和口供对的上的笔录，对控告人
进行陷害;三、除了刑讯逼供、隐匿并重新
制作询问笔录，翁其锋为了把控告人和这
个案件联系起来，还刻意篡改关键物证门
把的提取时间和鉴定结论。

念斌在控告书上表示，被控告人翁其
锋等人的行为违反了刑诉法和公安部的
规定， 已经构成刑讯逼供罪和徇私枉法
罪，并隐匿和伪造证据。 希望福建省人民
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职责，立案侦查起
诉，让这些故意制造冤错案件构陷他人入
罪的公务人员受到惩罚，以减少冤案的发
生，提高司法公信力。 ”

念斌正式控告 8 年前办案警察

控告是指机关 、团体 、企事业单位和
个人向司法机关揭露违法犯罪事实或犯
罪嫌疑人，要求依法予以惩处的行为。

控告一般是由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
害的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提出 ，主要是基于
维护自身权益而要求追究被控告人刑事
责任。

按照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条

的规定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
机关对于控告材料 ， 应当按照管辖范围 ，
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的， 应当立案 ; 认为没有犯罪事
实 ，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 ，不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的 ，不予立案 ，并且将不立案的
原因通知控告人 。 控告人如果不服 ，可以
申请复议。 据《法制晚报》报道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中纪委通报 7 起典型问题

★★名词解释：控告★★

念斌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