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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喜明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李磊磊与被上诉人石喜

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 揖渊2023)内
01民终 273号铱 民事裁定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
送达遥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年 2月 1日

南通兴江建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
司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内蒙古秋实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呼和浩特市浩瑞天
钢材有限公司尧 南通兴江建建安集团有限

公司尧 南通兴江建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内蒙
古分公司尧曾小林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尧 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尧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遥 自公
告之日起袁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袁并定于
公告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渊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冤 在本院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年 2月 1日

杨中宽院
本院受理原告张集瑞尧 杨璎诉被告杨中

宽劳务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渊2022)内 0121民初 2771号民事判决书遥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
期即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 2月 1日

杜治国院
本院受理原告杨龙诉被告杜治国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袁因你不在户籍所在地袁也无其他联系
方式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
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诉讼须知尧举证须

知尧监督卡袁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土默
特左旗人民法院领取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9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土默特左旗人民
法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袁 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遥 诉讼请求如下院一尧请求被告杜治
国立即偿还原告杨龙借款人民币 3000元及利
息 1230元袁共计 4230元遥 二尧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 2月 1日

不信马列信鬼神袁骗取 500多万元扶贫资金建寺庙

“活佛厅官”罗廷才的信仰迷途
骗资金建寺庙尧 干扰基层

政权工作尧自封野活佛冶并裹挟

村民参加迷信活动噎噎2022

年 9月袁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原党组成员尧 省纪委派驻
省人大机关原纪检组组长罗廷

才被开除党籍袁 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遥

2023年 1月 29日袁云南省

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

审理了罗廷才案袁择期宣判遥罗
廷才案深刻警示袁 加强党员领

导干部理想信念教育须臾不可

放松遥

非法骗取农资大搞封建迷信

罗廷才在退休 5年后被群众举报,于 2022年 2月被
云南省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遥
经云南省纪委监委查明,2013年至 2018年, 罗廷才

利用职务影响,以建设家乡基础设施为由,向税务尧财政尧
国企等多个部门和单位申报扶贫助农专项资金共计 566
万余元袁擅自改变资金用途,违规在其家乡云南省文山壮
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古林箐乡瓢厂村建盖寺庙并从事违
法活动遥
经查,自 2013年 6月起,在没有报批的情况下,罗廷

才私自指使时任瓢厂村村民小组长的何某某尧 施工老板
洪某某以及多名村民挖山破土,占用集体土地,先是建了
寓意野九五至尊冶的九层云海塔,后又扩建了云海寺,摆放
了十三尊佛像,2018年 6月正式对社会开放遥
其间, 罗廷才多次给时任古林箐乡党委书记和乡长

的王某某尧庄某某等人打招呼,要求把他协调到的资金全
都用在云海寺建设工程上遥为推进云海寺建设,罗廷才于
2016年到瓢厂村召开群众大会, 鼓动大家选举其亲信何
某某担任村民小组长, 让本来高票当选村民小组长的孔
某某改当会计遥
因无合法审批手续, 马关县民宗部门多次要求关闭

清理云海寺,但都遭到罗廷才的抵制,他甚至不顾民宗干
部的阻止,在深夜偷偷组织开光仪式遥

为了将云海寺合法化,罗廷才组织 12名村民到昆明
某著名寺院参加野三皈依冶培训项目,并让该寺住持为每
个村民办理了皈依证,他自己也办理了皈依证,取法号野本
智冶遥 另外,他安排村民向马关县民宗局递交皈依证和相
关申报材料,以野村里有一定数量的信教群众冶为由,申请
将云海寺批准为临时宗教场所遥马关县民宗局走访发现,
瓢厂村无信奉佛教人员, 已办理皈依证的村民自身并不
信佛教,因此拒绝了这一申请遥
云海寺建成后,罗廷才还组织 14户出资农户通过售

卖香火尧 收取功德金等方式敛财, 引发当地广大群众反
对遥 2019年 6月,马关县政府将云海寺关闭清理遥
此外,记者了解到,罗廷才还存在串通对抗组织审查,

违规参加合作社侵占群众利益等违纪违法行为遥

办案人员表示, 罗廷才骗取国家扶
贫助农资金违规建塔盖庙产生多方面恶
劣后果: 破坏了国家专项财政资金的使
用政策,使党的扶贫政策在基层落空;阻
碍了乡村长远发展; 对党的形象产生负
面影响遥
云南省纪委监委工作专班进驻瓢厂

村走访调查时, 群众纷纷表达了对罗廷
才霸占土地尧与民争利尧败坏民风等行为
的气愤遥

2022年 9月, 经云南省纪委常委会
会议研究并报云南省委批准, 决定给予

罗廷才开除党籍处分, 取消其享受的待
遇,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将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遥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申斌
认为,罗廷才案件表明,当前一些党员领
导干部仍然存在宗旨意识淡薄尧 理想信
念丧失的情况, 凸显加强党员领导干部
坚定理想信念教育十分急迫, 且是一项
长远系统工程,必须常抓不懈遥

野罗廷才在厅级领导岗位上滑向封
建迷信的泥淖, 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
过程,如果他自身平时加强学习,就不会

轻易被迷信思想蛊惑;如果上级领导尧党
组织和纪检监察部门平时加强教育监督
管理,全面掌握其思想尧生活动态,发现不
良苗头及时干预, 也不至于让他一错再
错遥 冶申斌说遥

李江波认为, 罗廷才案件暴露出财
政资金尤其是涉农资金的拨付尧 使用等
环节存在监管漏洞,有一拨了之尧放任不
管问题,必须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全过程
监管遥应该持续开展清理整顿工作,严肃
查处领导干部违规干预尧侵占农资行为遥

(据新华社报道)

罗廷才 1976 年入伍, 在部队上入
党尧提干遥 1991年退役后进入云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工作,曾任云南省审计厅党
组成员尧省纪委派驻省审计厅纪检组组
长,以及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党组
成员尧省纪委派驻省人大机关纪检组组
长遥 2017年 1月从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巡视员任上退休遥

罗廷才在军队成长,大半生从事法
律尧审计尧纪检工作,本该是遵纪守法尧
心怀正道的模范,但最终却走上歪路,晚
节不保遥 其案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省:

要要要错误思想作祟 , 理想信念崩
塌遥
云南省纪委监委办案人员在对罗

廷才的家进行搜查时, 竟找不到一本
马列著作 ,佛经却很多 ,而且家里还供

奉佛龛遥
据罗廷才供述,随着年龄增长和职

务升迁,他渐渐有了野船到码头车到站冶
的思想,逐渐放松了对个人的要求遥 他
在忏悔录中写道:野在精神迷茫时, 我不
再去找组织谈心,而是选择去寺庙坐坐,
听那些和尚讲一些佛教和鬼神方面的
说谈遥 渐渐地我把马列主义抛之脑后,
开始迷恋封建迷信,一心只想建塔修庙,
保佑子孙后代,让自己死后灵魂有安放
之处遥 冶

要要要政绩观错乱,官德不修遥
罗廷才自恃位高权重,作风霸道,狂

妄自大遥 据其供述,他在云南省审计厅
分管人事和纪检工作,掌握着野两把刀冶,
只要他提出资金申请,没有哪个单位和
部门会不给面子遥 他认为,在偏远的家

乡建一座雄伟的寺庙,是一种政绩,彰显
出个人能力,可以留名千古遥

瓢厂村原村民小组长高某某说,罗
廷才自封是瓢厂村云海寺十三尊佛之
外的第十四尊野活佛冶,要求村民们对他
言听计从遥 还对村民吹嘘自己是大官,
可守村里的野龙头冶,村民守住村野龙尾冶
就行遥

要要要单位监管不到位,职能部门纵
容遥

云南省纪委监委第二监督检查室
主任李江波说,罗廷才案件之所以发生,
除了他自身理想信念丧失,也有单位监
管不到位,职能部门的纵容遥野案发前,不
乏领导干部前往云海寺参观,却无人对
明显违规的情况提出过异议和规劝遥 冶
李江波说遥

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必须常抓不懈

沉湎封建迷信的背后原因值得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