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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菁、胡锦武、余贤红

近段时间，全国多地相继发布禁令，严禁领导
干部收受名贵特产。包括茅台酒、冬虫夏草、熊胆、
麝香等在内的高档地方烟酒、珍稀药材以及茶叶、
珠宝玉石、名瓷名画等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都被
各地列为收送禁令清单。

土特产尤其是名贵特产是一个地方的经济明
珠和特殊名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然而一段时期内，有的“土特产”被人为异化为
奢华“土豪金”，成为灰色利益链条上的特殊工具。
拿名贵特产编织关系网谋权者有之，借土特产之
名心安理得受贿者有之……

“土味”里夹杂着“腐味”，特产里暗藏着贪腐
“密码”。严禁领导干部收受名贵特产，为的是铲除
土特产里的黑金交易，防止“土特产”异化为“贪腐
媒介”，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胜利成果。

反腐剑指名贵特产

对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

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线索

进行全面起底、专账管理、分级

督办，深挖彻查领导干部利用名

贵特产类特殊资源搞权钱交易、权

权交易的行为

去年底以来，已有贵州、四川、江西、青海等地
出台规定，严禁领导干部收受名贵特产。这些规
定，剑指地方名贵特产背后的不正之风。

不少地方列出名贵特产清单，从源头进行土
特产领域的反腐专项整治：青海省对本省名贵特
产类特殊资源界定为冬虫夏草、昆仑玉及其制品
等两种；云南怒江州规定，珠宝玉石重点指碧玺、
玉石玉器(翡翠、独龙玉、羊脂玉)、奇石等，名贵木
材重点指红豆杉、云南榧、楠木等及其制品，名贵
药材重点指熊胆、麝香、虫草、野生天麻、野生重楼

等，贵重矿产制品主要指白银及铜器工艺品等；内
蒙古巴彦淖尔紧盯当地的奇石、佘太翠玉石、肉苁
蓉等资源；河北省保定市将涞水红木家具、曲阳石
雕和定瓷、易水砚、安国名贵药材、顺平桃木工艺品
等列为重点对象；陕西洛南县将玛瑙石、金钱石、根
雕、名人字画等列为当地四类名贵特产类资源……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公开报道的被各地纳入
反腐视野的地方名贵特产已有 60 多种。以铲除
“土味”腐败为目标，各地正在采取形式多样的举
措，为领导干部经营使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划
红线、定规矩，一张监管之网越织越密：

立足地方特色，从源头端对名贵特产经营使
用加强管理。今年 1月，贵州出台《关于严禁领导干
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的规定》，其中明确领导干
部严禁以下行为：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参与茅
台酒经营活动；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为其他特
定关系人获取茅台酒经营资格、增加茅台酒销售指
标、倒卖茅台酒提供便利；违规审批茅台酒经营权；
违规收送茅台酒；其他违规插手、参与茅台酒经营
的行为。对有意违反、规避规定或者不按规定整改
的领导干部，按照贵州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
私利纪律处分专项规定，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开展专项整治，深挖以名贵特产为媒介的权
钱交易、权权交易行为。今年 3 月，青海省纪委监
委印发方案部署开展为期 3 个月的专项整治工
作，剑指冬虫夏草、昆仑玉及其制品等重点名贵特
产类特殊资源。同时，对近 5 年来涉及领导干部利
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线索进行全
面起底、专账管理、分级督办，深挖彻查领导干部
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
的行为。

强化制度监管，建立名贵特产腐败预警机制。

江西在规定中明确，将通过日常监控和设立预警
事项的方式，加强对公款违规购买名贵特产的资
金支付行为进行监控。江西省财政厅分别在预算
执行动态监控系统和公务消费网络监管平台，设
置预警规则，对使用财政资金购买支付名贵特产
的行为实施预警，省、市、县(区)财政部门对发生
的预警事项及时开展核查，必要时将调阅购买发
票和明细小票等相关原始资料。

四川省今年出台的《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利用地
方名贵特产谋取私利的规定》还要求，领导干部应当
在每年年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上如实说明本人及
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是否参与地方名贵特产经营
活动。同时，领导干部利用非四川本地出产的名贵特
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的，参照这一规定执行。

“看着很土，其实很腐”

一些场合下，它是测试干部

廉洁度的“试纸”；一些场合下，它

是大搞利益输送的幌子；一些场

合下，它本身就是腐败

各地密集亮剑名贵特产领域不正之风，与其

在一些腐败案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密不可分。记
者梳理发现，纪检监察部门查处通报案件显示，一
些场合下，它是测试干部廉洁度的“试纸”；一些场
合下，它是大搞利益输送的幌子；一些场合下，它
本身就是腐败。

——— 土特产里有“生意经”。一盒茶叶价值几
何？不久前云南省纪委通报的十起违规公款购买
茶叶等谋取私利典型问题显示，除了用公款违规
购置茶叶当馈赠礼品外，一些干部还在“茶道”里
开辟出各种生财之道：借职务之便制茶卖茶、低
买高卖套取公款、直接在单位购茶款上动手
脚……

例如，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林业局原局长杨
明华任职期间曾与同学合伙做茶叶生意、开发礼
品茶，并利用职务之便将茶叶卖给县林业局、卖
给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的涉林企业，共计约 263 万
元；临沧市双江县委原常委、县委办公室原主任
胡发森，曾贪污县委办购茶返还款、购茶优惠返
还款、购茶剩余款、虚增购茶款共计 78 . 75 万
元。

一些“天价茶”背后，更是暗藏着不可告人的
秘密。在南方某地的高档茶叶店中，一些打着“大
师茶”“山场茶”等称号的茶叶，被炒成了奢侈品、
高档礼品，价格动辄一斤上万元、十几万元。当地
纪检监察干部指出，有的官员以支持茶叶产业为
由，坦然收受、消费“天价茶”。

——— 土特产里有“名利场”。以土特产为敲门

砖，攀附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这是一些不法商
人钻营取巧的套路，也是不少官员谋求提拔上
位的“捷径”。

由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
的大型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提到，政协第
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原副主席苏荣的妻子于丽
芳喜欢瓷器，不少人投其所好送来各种名贵瓷
器，于丽芳来者不拒。

苏荣在忏悔录里写道：“收受别人的陶瓷
瓷瓶，被碰得头破血流；收受别人的陶瓷瓷
碗，被砸得遍体鳞伤；收受别人的书画字画，
将政治生命化为灰烬；收受别人的钱财和贵
重物品，使自己跌入了经济犯罪的万丈深
渊。”

——— 土特产里有“黄金屋”。一些土特产看
似“很土”，实则珍贵稀有，如高档烟酒、珍稀药
材、天价茶叶、名贵木材、珠宝玉石、名瓷名画。
现在明目张胆的行贿受贿已经大幅减少，但一
些别有用心之人借赠送“土特产”之名，行“暗
贿”之实。

长沙市纪委监委通报的案例显示，2006 年
至 2018 年期间，刘平利用担任宁乡县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宁乡县(市)常务副县(市)长的职
务便利，为多名私营企业主等人谋取利益，并收
受以上人员所送 30 年或 15 年贵州茅台、五粮
液等各类名酒 235 瓶，和天下、黄鹤楼“1916”
等名烟 101 条。

特产名“土”却让人栽了大跟头

从思想根源上铲除“土特产”

里滋生黑金交易的土壤，防止少数

领导干部在“土特产只是一般人情

往来”的心理影响下逐渐失守底

线，拧紧干部廉洁从政的“总开关”

因名贵特产牵出的违纪违法案例时有发
生，其中有诸多共性原因，既有干部理想信念不
牢的主观因素，也与土特产的特殊性质容易滋
生腐败密不可分。

廉政专家表示，众多“土味”腐败警示我们
要对土特产领域的腐败给予重视，从全环节加
强监督，真正斩断“腐败链”，巩固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胜利成果。

其一，打着“土特产”的旗号容易让干部放
松思想警惕。正是拿点土特产无关紧要、无足轻
重的心理作祟，才导致廉洁底线一步步失守。

“第一次收人家两瓶醋，我就有过激烈的思
想斗争。后来收受烟酒、土特产，收红包、贵重物
品，直至搞权钱交易。我也经常提醒自己，这样
干是违法犯罪，下不为例。但思想斗争的最终结
果是，贪婪占了上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站披露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原副司长周望军在

《悔过书》里写的一段话，真实地反映了一些干
部的腐败思想轨迹。

其二，土特产的隐蔽性容易滋生腐败侥幸
心理。以土特产的名义进行利益输送，比起直接
的收送财物更隐蔽、更间接，这容易使一些干部
产生侥幸心理。

江西峡江县县委原书记宋铜最为青睐江苏
宜兴紫砂壶，他常借出差机会光顾宜兴，前往大
师工作室“淘宝”。宋铜因受贿 1600 多万元被判
处有期徒刑 15 年，收受贿赂中，购壶款就达
1200 余万元，被查获的紫砂壶有两三百把。

其三，名贵特产的稀缺性提供了利益输送
的绝佳载体。无论是贵州茅台、云南普洱茶，还
是景德镇大师瓷、天山雪莲，名贵特产集地方特
色与稀缺性于一身，早已不是一般意义的“土特
产”。既可消费、把玩，也能变现，这些特质使得
不少官员对名贵特产情有独钟。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因沉迷收藏玉石而
被人称为“玉王”“玉痴”，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董事长，先后 9 次送给倪发科价值 129 . 98 万
元的玉石、字画等物品 30 件。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
表示，涉名贵特产腐败案多发，警示我们，不仅
要扎紧制度防腐的篱笆，还要多从日常点滴细
节抓起，从思想根源上铲除“土特产”里滋生黑
金交易的土壤，防止少数领导干部在“土特产只
是一般人情往来”的心理影响下逐渐失守底线，

拧紧干部廉洁从政的“总开关”。

名贵土特产里的黑金交易：“看着很土，其实很腐”

“土味”里夹杂着“腐味”，特

产里暗藏着贪腐“密码”。严禁

领导干部收受名贵特产，为的

是铲除土特产里的黑金交易，

防止“土特产”异化为“贪腐媒

介”，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巩固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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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挂失尚存漏洞，不法分子 300 元买走可开公司

遗失身份证或成“隐形炸弹”，可能被用于非法目的

本报记者邬慧颖、史林静

居民身份证是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
民的重要身份证件。然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
了解到，全国每年都有大量居民身份证遗失，其中
部分被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进行黑色交易，甚至
用来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记者调查发现，当公民挂失身份证时，只
有少数应用场景能识别是已挂失证件，比如公
安机关核验、金融系统办理业务等。如果本人
持有已经挂失的旧证去乘坐火车 、去酒店住
宿、去网吧上网等，系统照样判断此证“真实有
效”。身份证“挂失”成为摆设，这一漏洞给身份
证黑色交易提供了可能。

身份证黑色交易暴露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防
范意识淡薄、身份证相关制度体系待完善以及网
络交易难监管等问题。专家建议，加快推动身份证
挂失信息的社会共享进程，提升身份证科技含量，
不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被注册”“被法人”现象频出

“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

“去年我原本准备在一家全国连锁酒店注册
会员，但客服提醒我，我的身份证已经在该酒店注
册过了。可这是我第一次在这家酒店入住，不可能
拿身份证办过会员。”江西省南昌市市民邹怡(化

名)告诉记者，她想起自己 2017 年不慎遗失过身
份证，“很可能是被他人冒用了。”

若说“被注册会员”还算小事的话，近两年屡
屡爆出的“被法人”事件，则让遗失身份证的巨大
风险和潜在危害备受关注。

从部分地区公安机关公开的数据可以看出，当
前身份证遗失现象较为常见——— 自实施居民身份
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三项制度”以
来，截至 2017 年 4 月中旬，陕西省公安部门受理挂
失申报 20 余万张、丢失招领近 1000 张，返还 200
余张；长沙市共受理申报挂失近 3 万件，收到群众
捡拾的遗失证件 80 余张，发还遗失证件 47 张。

遗失后的居民身份证，有不少都被他人冒用
甚至用于从事不法行为。如今，住酒店、买房、买手
机卡、开办银行卡、工商注册等都需要进行实名登
记，银行转账也有实名记录。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
遗失身份证，用买来的二代身份证从事不法行为，

以便隐藏个人身份，逃避打击和监管。
去年 8月，江西省婺源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破获

一起涉及全国多地的买卖居民身份证案件。2018
年 3月，该局网安大队在对一起信用卡诈骗案中嫌
疑人手机进行勘验时发现，嫌疑人汪某波的 QQ
好友中，有一名网名为“向日葵”的男子有买卖身份
证件行为。经查，“向日葵”的真实身份为梁某。

梁某被捕后，经审讯及取证查明，从 2017 年
开始，梁某通过百度贴吧、QQ 等搜索身份证的信
息，添加了多个买卖身份证的 QQ 群，获得购买身
份证的途径，然后在朋友圈和微信群或 QQ 群内
发广告，有意购买的人再私聊提出需求。

身份证被买卖后，会产生个人隐私信息泄
露、金钱损失等后果。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刑事
部主任贾海红指出，“近年来，一些遗失、被盗的
身份证通过网络进行非正常交易，身份证丢失后
甚至会被他人冒用于办理银行卡、信用卡，从事
诈骗、洗钱等犯罪活动，不少公民是‘人在家中坐，
锅从天上来’，无缘无故还要去证明‘我不是我’。”

挂失后仍能正常使用

搜索“sfz”就能买到

自 1985 年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以来，身份证
应用逐渐广泛，但随着社会动态化、信息化的加快
发展，身份证丢失、被盗存在被冒用的安全隐患逐

渐显现，而这与公民自我保护意识淡薄、居民身份
证相关制度体系待推进，以及网络监管存有空白
等都有关系。

———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防范意识淡薄。据南
昌市红谷滩新区某派出所所长介绍，对于群众遗
失身份证的案件，以前有强制要求，补办的话需要
先登报说明挂失，“但是很多人嫌麻烦，觉得增加
经济负担且耽误时间，所以现在都是直接来派出
所补办，甚至丢失后不挂失、不补办，存在‘不用不
补，用时再补’的做法。”

——— 身份证相关制度推进相对缓慢。按照公
安部规定，凡挂失的居民身份证，到期或损坏已经
换领新证的，其他原因已经换领新证的，原居民身
份证均作为无效证件，将通过公安部信息系统推
送到相关部门。2015 年 11 月，公安部专门印发的

《关于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
招领制度的意见》提出，将建立居民身份证挂失申
报信息系统，为社会各用证部门和单位提供居民
身份证挂失信息核查服务。

但郑州大学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马闯博士表示，虽然公安部门已与铁路、民航、通
信等管理部门互联，但未完全互通，跨部门间碎片
化治理现象仍然存在，且很多场景不具备联网核
查条件。

此外，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户政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因为技术问题，我国现行二代居民身份
证即使挂失，其电子芯片仍然可以识别，信息依
然可用，登报声明也只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免责
声明，免除因他人冒用证件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网络空间存有监管“灰色地带”。在婺
源县买卖居民身份证案件中，办案民警介绍，梁
某一般都是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进行销售，熟人、
常客采取直接微信或支付宝转账的方式交易。
2017 年以来，梁某通过此方式，以每张 400 元至
600 元不等的价格，卖出居民身份证 100 多张。

去年年底，记者在某社交软件上搜索关键
词“sfz”，即出现了 10 余个名为“sfz”的买卖身
份证聊天群和个人，记者随机找到一人并向其

提出购买身份证的要求后，他回复是价格在
300 元至 350 元，交完定金 50 元即可开始购
买。随着国家对身份证非法买卖打击力度的加
大，交易行为转向更为隐秘的方式。

避免遗失身份证成为“隐形炸弹”

记者了解到，针对买卖身份证、冒用他人身
份证等问题，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对
打击身份证黑色交易具有较强的威慑作用。然
而，尽管法律规范并不缺位，针对身份证的非法
交易依然猖獗。想要彻底整治这一违法乱象，更
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减少买卖身份证情
况的发生，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 加快挂失申报信息系统社会共享进
度。马闯认为，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有了较为成熟
的公民身份信息系统和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系
统，在技术上，人证合一核验技术也已经成熟，
但这些系统目前只与铁路、民航的数据对接，他
建议，加快实现大范围社会用证单位与公安部
门的数据对接工作，推动挂失信息的社会共享，
方便用证单位迅速发现持证者是否存在冒用行
为，尽可能减少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 提升居民身份证科技含量。“被法人”
“被注册”等问题都是因为遗失身份证仍然可用
的原因，专家建议提升身份证及相关系统的科
技含量，例如身份证挂失、注销、补办后，能够使
原身份证失去效力，信息无法读取，这样才能让
身份证“挂失即失效”实至名归，并推广电子身
份证的应用范围。

——— 提高用证单位人证一致的审核责任。贾
海红等认为，非法买卖、冒用身份证问题的出现，
很大程度上在于相关用证单位没有完全落实人
证的一致性比对，个人信息审核、验证不严谨，建
议落实用证单位人证一致的审核责任，若发现其
存在包庇犯罪分子冒用身份证的情况，应加大惩
罚力度并予以社会公布，起到威慑作用。

——— 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身份证等失物招领
工作。从事义务失物招领工作多年的杨金伟建
议，可以培育、扶持并授权专业的社会力量协助
公安等有关部门搭建跨行业、跨部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失物招领平台，收集、登记、保管、招
领、上缴等事务性工作和失物招领平台的运行
维护和数据的采集、整理、查询和共享等工作。

▲一名上海市民展示两代居民身份证。（新华社资料片）

近年来 ，一些遗失 、被盗

的身份证通过网络进行非正

常交易，身份证丢失后甚至会

被他人冒用于办理银行卡 、信

用卡 ，从事诈骗 、洗钱等犯罪

活动 ，不少公民是“人在家中

坐，锅从天上来”，无缘无故还

要去证明“我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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