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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纪委 市监委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合办

两条“蛀虫”八年套取八百余万元暴露一堆漏洞

救助精神病患者，需要各界共同努力。近年来，各级财政拨出大量专项经费，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救助。这些资金的投入，体现了国家对精神病患者的殷切关爱，以及维护

社会稳定的良苦用心。 然而，贵阳市精神病康复中心原主任李智庆和贵阳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原部长罗仕兴，竟然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吞噬各项专项救助资金。

2018 年，市纪委市监委先后对李智庆、罗仕兴立案调查，随着调查工作的推进，挪用专项资金、套取救助资金、管党治党不严等问题逐步暴露出来。 针对这些问题，市纪

委市监委坚持标本兼治以案促改，在案件查办后，通过督导市残联开展“一案一整改” 工作，深入剖析发案原因，找准制度漏洞，做好执纪审查“后半篇文章” 。

李智庆既是事业单位市精防

中心的主任， 又是非营利性机构

市精神病人康复医院院长， 这种

机构中的领导干部在过去处于监

督中的灰色地带。 监察体制改革

后， 所有行使公权力的部门都被

纳入监察范围， 纪委监委将过去

分散的反腐败资源力量进行了整

合，形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

腐败体制， 构建起了严密的法治

监督体系， 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

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让

这样的灰色地带公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

“李智庆案是贵阳市监委成立

以来采取留置措施查办的第一个案

件， 监察法赋予监委的职责就是集

中资源、拓展监督范围，对所有公职

人员实现监督全覆盖、无死角，以前

所谓的灰色地带就不复存在了。 ” 市

监委委员龙亚海说。

2018 年 7 月， 经贵阳市纪委常

委会、市监委委务会研究决定，给予

李智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给

予罗仕兴取消退休待遇的处分，并

将二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18 年 9 月，经白云区人民法院

一审审理，李智庆因贪污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13 年 6 月， 罚金 60 万元，因

受贿罪被判处 3 年 6 月， 罚金 20 万

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 13 年 6 月，罚

金 80 万元； 罗仕兴因受贿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 11 年 6 月，罚金 70 万元。

市残联作为服务残疾人群体的

专职部门， 是我市重要的民生部门

之一， 也是打赢全面脱贫攻坚战的

重要职能部门。 在查办李智庆、罗仕

兴案后，市纪委市监委开展了“一案

双查” ，对市残联失职的主要领导进

行了问责， 原市残联党组书记曹晓

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并收缴

其违纪所得。

在惩治腐败的同时， 市纪委市

监委注重标本兼治， 充分发挥案件

查办的震慑、遏制和治本作用，做好

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 在残联系统

开展了“一案一整改” 工作，责成市

残联党组以案促教、以案促责、以案

促建，实现惩治极少数，教育大多数

的目的。

市纪委常委、 市监委委员周

广督促指导市残联 “一 案一 整

改” 工作，出席市残联系统“一案

一整改” 警示教育大会。 会上，宣

读受处分人处分决定书 、 通报相

关案情、印发忏悔书 ，敦促其他涉

案人员向组织主动交代或澄清问

题， 市残联系统党员干部代表作

表态发言 。 通过用身边事教育身

边人，让系统干部职工以案为鉴 ，

肃清原党组和李智庆案带来的负

面影响 ， 使残联上下的政治生态

得到了净化。

根据市纪委市监委下发的监察

建议书， 市残联加强了对下属事业

单位资产和人员的管理。 针对调查

中暴露的对下属事业单位的监管职

能缺失问题，市残联各部室、各中心

开展自查自纠， 并对照查找出的问

题进行认真梳理总结，深挖原因、探

寻规律、强化监管。 同时，组织人员

对下属事业单位开展了人、财、物的

专项清查工作，制定完善了涉及人、

财、物管理的制度 31 个，完成市残

疾人康复托养中心等资产自查清理

工作等。

“在市纪委市监委的督导下，我

们通过‘一案一整改’ 将纪律教育和

制度建设有机融合，深入剖析发案原

因，研究发案规律，找准和堵塞漏洞，

扎紧制度笼子，建立长效机制，最大

限度地从根本上解决查而不止、纠而

复发、屡治屡犯的现象。” 市残联党组

书记、理事长叶惠明说。

李智庆、罗仕兴作为国家

公职人员， 理想信念丧失，毫

无党性原则，并且在党的十八

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情节特别

严重、社会影响极坏。 查处李

智庆、罗仕兴案件，彰显了市

纪委市监委惩治腐败零容忍、

坚决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

鲜明态度。

监察体制改革后， 所有

行使公权力的人员都被纳入

监察范围， 每个党员干部都

应该汲取李智庆、 罗仕兴案

的教训，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防线， 提高党员干部的廉

洁自律意识，做到警钟长鸣、

清正廉洁，抑制贪欲、守好底

线，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

所谋， 无愧于党和人民交给

我们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这起违纪违法案的发现，源于一次

监督执纪“探头” 作用的精准发挥。 贵

阳市纪委市监委派驻第九纪检监察组

在对贵阳市残联下属事业单位贵阳市

精神病防治康复中心（以下简称市精防

中心）的检查中，发现该中心管理混乱，

党的十八大后的公务接待存在违规报

销大量奢侈品等情况。

“一个精神病防治医院怎么会有这

么多奢侈品要报销， 背后是否有更严重

的问题。 ” 派驻纪检组工作人员对此进

行认真分析研判后，决定延伸调查触角，

派出精兵强将深入核查财务账目， 查出

违纪行为背后的真相。

纪检组顺藤摸瓜， 根据可能涉嫌虚

列工资、虚列票据套取医院资金的情况，

安排专人到单位调取相关资料。 随着调

查的慢慢推进，市精防中心的账目混乱、

管理不到位，财务人员做手脚、虚列账目

等问题都逐一暴露出来。 在找相关财务

人员多次核实、比对后，发现这竟然是中

心原主任李智庆授意安排的。

专案组立即对李智庆进行约谈。 在

谈话过程中，李智庆显得很“从容” ，每

当问到虚列工资、虚列票据套取医院资

金问题时，他便故意“绕弯子” ，交代一

些吃吃喝喝的违纪行为，对涉嫌犯罪的

行为避而不谈。

“由于在案件初核过程中，并没有

对李智庆采取留置措施，所以他就去找

了所谓的法律人士来出谋划策，应对之

后的调查， 认为这样可以逃避法律追

究。 ” 纪检组工作人员介绍。

自认为有了“高参” 支招，李智庆开

始不配合组织调查，他的态度也影响了其

他证人。 有些证人面对调查组的询问不愿

意说，但是又担心组织追责，就声称自己

患有精神病，无法配合组织的调查；甚至

还有个别证人，为了转移视线，让自己的

家属去市精防中心闹，妄图阻碍调查。

虽然案件查办工作变得越来越棘

手，但是李智庆和相关涉案人员这种极

其不配合的态度也表明，这很有可能是

一个长期侵吞国有资产的贪腐大案。 为

此，2018 年 2 月， 市纪委市监委决定成

立专案组，对李智庆案进行深入调查。

日常检查 发现积年腐败

“鉴于李智庆和涉案人员不配合

调查的态度， 我们专案组决定将办案

重点转向书证， 以调取书面材料为突

破点，拿出铁证，攻破李智庆的心理防

线，查清案件事实。 ” 专案组成员周鹏

介绍。

由于案件时间跨度大，而且关键证

据涉及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书证，所

以取证工作难度很大。 为此，专案组派

出两个办案小组进驻市档案局，面对一

堆堆与人同高的资料， 专案组开启了

“5+2”“白 + 黑” 工作模式，用人工一

一查询核对相关书证的 “笨方法” ，认

真细致地查阅资料，在海量的资料中不

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案件查办过程中， 市纪委市监委从

主要领导，到刚喜得贵子的一线同事，再

到有孕在身的办案人员， 每一个人都坚

定信心、坚守岗位、各负其责，纪检监察

干部的家属们也毫无怨言， 独自承担起

孝敬父母、教养子女的责任，用默默的付

出支持办案人员全身心投入到案件中。

专案组几经周折，通过加班加点、团

队作战，运用了除勘验检查之外的 11 种

调查措施,收集了市精防中心成立以来，

市精神病防治管理领导小组、市残联、市

编办、 市精防中心以及市精神病人康复

医院的文件，市卫计委情况说明，省二医

涉及市康复站财务资料，市康复站、市精

防中心账户账目， 贵州省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年度检查表等， 形成

了环环相扣的闭合证据链。

在各种证据充分的基础上，2018 年

3 月，市监察委员会决定，对李智庆采取

留置措施；同年 7 月，决定对市残联康

复部原部长罗仕兴（已退休）进行立案

调查。

专案组一方面通过加强教育，在生

活上关心关怀、 在思想上强化疏导，唤

醒李智庆的党员意识和初心； 另一方

面，通过外围的证人证言打破被调查对

象自认为准备充分的说辞，并适时出示

充分完备的证据，辩驳被调查对象的狡

辩，慢慢攻破其心理防线。 最终，李智庆

交代了和罗仕兴共同犯罪的事实。

经查，2010 年至 2017 年，李智庆利

用担任市精防中心主任的便利，伙同罗

仕兴采取虚列支出手段套取公共财产

八百余万元进行私分。 李智庆还利用其

任职便利，收受他人贿赂款共计近五十

万元。

此案的侦破， 不仅厘清了十多年

来，从市残联领导到李智庆本人都认为

市精防中心是私人企业的错误认识，还

粉碎了李智庆与罗仕兴预谋侵吞国有

资产的黄粱美梦。

精准取证 突破案件瓶颈

在查办案件过程中，李智庆曾对办

案人员说：“几十年以来，各个部门都对

市精防中心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检查，大

家都没有提出过问题，等到发现问题的

时候，却已经是这么严重了，要是早点

有单位指出我存在的问题，也不至于搞

到今天这一步了。 ”

作为精神病防治领域 “贵阳模式”

的缔造者，李智庆从被荣誉光环环绕，到

变成能人腐败的典型， 除了与他个人没

有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坚守党

纪国法底线有关之外， 还与市残联原党

组和相关职能部门在监督管理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有密切关系。

在李智庆担任市精防中心主任长

达八年的时间内，市残联原领导班子没

有认真履行管党治党、 监督管理的职

责，没有及时发现李智庆存在的诸多问

题， 还多次把李智庆推选为先进表率、

市级优秀共产党员。

市残联原党组班子将全面从严治党

挂在嘴上，没有动真碰硬、切实扛起管党

治党的主体责任， 将下属事业单位负责

人李智庆看成是吃喝玩乐的伙伴。 一方

面， 市残联每年慷慨拨付几百万元专项

资金给市精防中心；另一方面，由李智庆

买单，圈子里的人长期在一起吃喝玩乐。

市残联原党组班子部分成员还和

李智庆私下组建了一个名为九人制游

戏的微信群，很多时候，还不到下班时

间就相约打麻将、吃饭、聚会玩乐，多次

出现早退现象，并在微信群中转发各种

内容庸俗低级的视频、段子。

调查中发现，市残联原党组书记曹

晓明存在收受李智庆礼品、 礼金的问

题。 在与曹晓明谈话时，他对调查组说：

“我想着收点烟和礼物是正常的人情往

来，大家在一起打麻将也是为了活跃气

氛、逢场作戏。 ” 因为“一把手” 没有严

格自律，带头与下属吃喝玩乐、收受礼

品礼金，整个班子、整个单位便上行下

效，曹晓明为此受到责任追究。

此外，专案组还发现，由于相关部门

监督管理不力， 出现了市精防中心存在

两个名称的乱象， 即市精神病防治康复

中心和市精神病人康复医院。 以市精神

病防治康复中心为名称的有法人登记

证，没有医疗资格证，以市精神病人康复

医院为名称的有医疗资质但没有法人登

记证。 在每年对市精神病人康复医院进

行机构审核的过程中， 李智庆将伪造的

组织机构代码、 事业单位法人证提供给

相关部门，竟然没有被发现。

这种乱象给李智庆和罗仕兴预谋侵

吞国有资产带来了方便。 市精防中心除

了在农行开设账户以外， 还在建行以贵

阳市精神病人康复医院名称开设了一个

基本账户， 此案中李智庆所有贪污款项

全部都是从建行这个账户上挪走的。

市精防中心自 2003 年起只有 2003

年至 2005 年间进行过国有资产报备登

记。 多年来，市精防中心国有资产运行

情况如何，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也未能

及时跟进。

一层失守、层层失守。 也正是由于

职能部门在监管方面存在漏洞和缺失，

给李智庆违纪违法带来了便利，使得李

智庆能够以假乱真。

监管缺位 导致贪腐滋生

短评

切实整改 促进标本兼治

筑清风 文 / 图

市残联工作人员按照《监察建议书任务分解表》，核对整改措施。

市残联系统“一案一整改” 警示教育大会现场。

市残联公示整改情况、自觉接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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