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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秦岭案去年被双开

张永潮 1964 年 12 月出生，陕西省渭南

市澄城人，大学学历，军事学学士。2010年

6 月，他从西安市莲湖区区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岗位上调任户县县委副书记，一个月之

后，出任户县副县长、代县长，2011年 1月，

去代转正。值得一说的是，张永潮也是户县

在 2017年撤县设区前的最后一任县长。

2018年 11月，张永潮落马，2019年被双

开，其双开通报的第一条问题是，“违反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罔顾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打折扣、搞变通，为秦岭北麓违规违法项目

建设提供便利。”

其他问题还包括：违规使用公车，违规

发放奖金；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

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在工作调动、职务晋升

等事项中谋取利益，违规发展党员，违反议

事规则，不参加组织人事调整会议；违规收

受礼金、礼品及购物卡，违规从事营利活动，

利用职权将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在下属单

位报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

请；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

人谋取利益，涉嫌受贿犯罪等。此次张永潮

的起诉书披露，其涉嫌受贿罪，于去年 4 月

26 日向西安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因案情重大、复杂，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一次。

利用节假日大肆捞钱

就在今年 1月份，张永潮还成为西安市

纪委监委通报的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反

面典型之一：

2006 年至 2017 年，张永潮任莲湖区委

组织部部长、户县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务

期间，借春节、中秋等节日，操办家人婚丧等

事宜，在节假期间，收受红包礼金共计 419.7
万元；收受某企业项目负责人赠送的 5盒价

值 3640元的虫草胶囊。

通报提及，张永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

记者注意到，这些问题，在此次他的起

诉书中有了答案：2010年至 2018年，张永潮

在担任户县代县长、县长期间，利用职务便

利，为 33个单位和个人在项目审批、土地性

质变更、协调拆迁安置、土地置换、资金周

转、子女入学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先后 95次

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

人民币 1314.4万元、美元 12万元、起亚牌越

野车一辆（价值人民币 37.8万元）。在 95次

受贿行为中，至少有 59 次发生在节假期

间。其中以春节前最多，至少有 55 次。节

假日发生的受贿行为中，少则是 2000 元的

购物卡，多则是 50 万元人民币。从地点来

看，张永潮曾 28 次直接在办公室收人钱

财。也有人会趁着春节，追到他的老家澄城

县送钱。

例如，陕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梁某某，为了能承揽陕西省某职工医

院第二生活区的建设工程项目，在 2013 年

至 2015年间，每年春节前，梁某某都会提着

钱去老家“看望”张永潮。2013 年春节前，

梁某给了张永潮 10 万元，之后两年又分别

给了 20万元。

开发商成为他的金主

去年 1月 9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

闻专题片《一抓到底正风纪——秦岭北麓违

建别墅整治始末》中，张永潮曾出镜。

“一旦把权力和开发商的利益结合，就

把该给人民办事、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大事情撂到一边了，自己的私利就占了上

风。”他忏悔道。

从张永潮起诉书来看，他的确把手中的

权力与开发商利益“紧密结合”。

张永潮的“金主”，排在前三的是清一色

的开发商：第一大金主，陕西某某产业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某，先后 8次给他送了人民币

共计 250万元。第二大金主，是陕西某置业

有限公司李某，先后 7次给他送了人民币共

计 143万元，美元 1万元，起亚牌越野车一辆

（价值人民币 37.8万元）。第三大金主，陕西

某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某，先后在 4
年间 5次送了共计 116万元。

此外，2015 年至 2016 年，张永潮曾为

陕西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在秦岭办准入及

土地手续办理事项上提供帮助，先后 3 次

收受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给予的 21 万元人

民币。 据《法制时报》

事件回顾

《五指山文艺》是五指山市文联主办的刊物，

一年四期。2016年 12月，卢艳卿调任五指山市文

联主席，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负责《五指山文艺》的

编辑出版。2017 年至 2018 年，卢艳卿作为主编，

负责编辑出版了第 15 期至第 20 期《五指山文

艺》。按照规定，该刊物出版后可为稿件作者发放

相应稿费，费用从该市文联年度财政预算中列支。

由于五指山市文联日常事务通常只有卢艳卿

一人负责，不久之后，她便动起了歪心思：“自己负

责刊物的编辑出版，就应该获取相应报酬，否则，

就对不起自己加班加点。”

于是，在为每期稿件作者开具稿费时，卢艳卿

未经任何程序，便决定以各种名义给自己开点“稿

费”，作为自己的辛苦费。

为了能多领几份辛苦费，她设置了一套“职位

表”：主编、各栏目编辑、全册校对、各栏目校对、样

版校对……她自己则“身兼多职”。

因为要入账，稿费签领表上每个人领取多少

费用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名领取稿费的作者，都

可以看到其他人领多少钱。考虑到如果全都以自

己的名字领取“稿费”，难免会让人眼红，容易暴

露，卢艳卿一方面让所有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

的工作人员“雨露均沾”，以栏目编辑、栏目校对等

名义领取一些辛苦费，另一方面分别以自己的真

名和两个笔名一起领取“稿费”，她自作聪明地认

为，这样既能多领几份辛苦费，又不会引起别人的

注意。

于是，她从一开始每期以主编名义领取 500
元，发展到后来每期除正常稿费外，用真名卢艳卿

和“文心”“王海花”两个笔名分别以主编名义领取

“稿费”500 元、以简报编辑名义领取“稿费”300
元、以图片搜集整理名义领取“稿费”500元……其

中一期刊物共发放稿费 9100元，其中 2000多元都

是她以正常稿费之外的各种名义领取的。

不仅如此，2018年，五指山市文联举办“文艺

家眼中的五指山”文艺大联展活动，设置文学作

品、摄影、美术、书法 4个专业门类，征集筛选的作

品请业内专家评审。发评委补贴时，作为活动举

办人的卢艳卿如法炮制，擅自将没有任何专业评

审资质的自己列为专业评委，并按照专业评委标

准，在上述四个专业门类作品评审经费中分别给

自己列支 2000元评委补贴，共计 8000元。

查处经过

去年起，五指山市纪委监委陆续收到多封关

于卢艳卿有关问题的举报信，问题线索反映集中，

指向明确。去年 6 月，五指山市纪委监委开展初

步核实后，经五指山市委批准，对卢艳卿涉嫌违纪

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

“我认为那 6050 元是我应该领取的工作补

贴，包括编辑、排版、校对等。”当审查调查组工作

人员与卢艳卿谈话时，她承认自己领取了补贴，但

她认为自己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那也不是我的

本职工作，我付出了领点补贴是应该的。”

“刊物由市文联主办，作为市文联主要领导，

出版过程中编辑、排版、校对难道不是你的本职工

作吗？”五指山市纪委监委审查调查人员问。

卢艳卿百般狡辩。

“有人反映你除了用卢艳卿的名字外，还用笔

名‘文心’和‘王海花’领钱，有没有这回事？”审查

调查人员追问，同时将稿费签领表放到了卢艳卿

的面前。

“‘文心’和‘王海花’都是我的笔名。都用我

的名字太过显眼，别人会对我有意见，所以我就用

真名和两个笔名来领取不同的补贴。”不久之后，

面对白纸黑字，卢艳卿只得承认。

……

最终，在扎实的证据面前，卢艳卿承认了借编

辑出版《五指山文艺》和举办文艺大联展活动之机

违规给自己发放津补贴的事实。

此外，五指山市纪委监委还查实了卢艳卿其

他违纪违法行为。今年 3月，根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等规定，给予卢艳卿留党察看二年、

政务撤职处分，并将其降为四级主任科员；收缴违

纪款项。

“最主要的是纪律意识不强、廉洁意识淡薄，

认为自己付出了就应该得到‘回报’，结果摔了大

跟头。”卢艳卿后悔不已。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真名笔名花式领补贴
文联主席给自己发辛苦费被撤职

5 月 8

日，海南省

五指山市纪

委监委通报

了 五 起 违 反

中央八项规定

精 神 问 题 ，其

中一起为市文

联 原 主 席 卢 艳

卿违规发放津补

贴问题。

经查，2017 年

至 2018 年，五指山

市文联在出版刊物

时，卢艳卿以编辑、

校对等名义违规发

放津补贴，其中自己

领 取 6050 元 ；2018

年，五指山市文联举

办文艺大联展活动

时，卢艳卿又违规

给 自 己 发 放 补 贴

8000 元。卢艳卿

还存在其他违纪

违法问题。

今 年 3 月 ，

卢艳卿受到留

党 察 看 二 年 、

政 务 撤 职 处

分，被降为四

级主任科员；

违纪款项已

收缴。

手中权力与开发商利益“紧密结合”
陕西户县原县长张永潮被控8年收贿超千万

被双开7个月后，近日，陕西省西安市户县（现为鄠邑区）原县长张永潮的起诉书公布。

这个曾在央视出镜忏悔的县长，除了涉秦岭案，还曾利用职务之便，为33个单位和个人在项目审

批、土地性质变更、协调拆迁安置、土地置换、资金周转、子女入学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先后95次非法

收受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超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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