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小案件”背后的大民生
!

本报记者 郭清君

通讯员 戴小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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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湖北省检察机关立

案侦查社保#教育#就业#医疗等民

生领域职务犯罪
%&'

人" 查办涉

农职务犯罪
($)

人" 查办事故背

后的玩忽职守等犯罪
%*

人$$%

这是记者从
*

月
*)

日召开的湖

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上了解到的&

!+*$

年
(

月的一天"正在开

展!四联四办 %!即 "机关干部联

农村 #联社区 #联企业 #联困难

户 "办村组想办的事 #办居民急

办的事 #办企业难办的事 #办困

难群众要办的事$活动的枣阳市

检察院的检察官们收到了一封

来自乡村的举报信"信中反映该

市杨当镇财政所及村干部涉嫌

套取国家粮食补贴款&

粮食直补不仅涉及农民切身

利益" 也关系到国家惠农政策的

顺利实施& 该院立即抽调精兵强

将"深入田间地头"到
*""

余户农

民家中调查取证& 在深入调查摸

底'收集排查线索#综合分析研判

的基础上" 一举立案查清了杨当

镇财政所及村干部采取虚报冒领

的手段" 套取国家粮食补贴资金

*'

万元的犯罪事实"立案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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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青堡公路改建项目将军坳路段

发生一起
$

死
*

伤的山体滑坡

灾害 " 造成经济损失
*("

余万

元 ( 当地检察机关及时介入调

查"

!"*$

年依法查办了该县交通

系统渎职案件
*

件
!

人'贪贿案

件
&

件
,

人(

))

这些案件顺利办结后"检察

官们热心地充当起政策与法律

的义务宣传员 " 为群众答疑解

惑 ( 还专门形成了专题调查报

告"分析了职能部门在管理中存

在的漏洞及原因 " 提出检察建

议 "督促整改 (相关职能部门结

合工作实际 "健全制度 "堵塞漏

洞"以避免类似案件再次发生(

忏悔人!谭向红

原任职务!四川省雅安市副市长

触犯罪名!受贿罪'贪污罪

判决结果!

!"**

年
**

月
)

日"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判处谭向红无期徒刑(

犯罪事实!

*))&

年至
!"")

年间"谭向红利用担任四川省科技厅农村处副处长'处长"雅安市农业高科

技园区管委会主任等职务之便"在争取经费'工程招投标'房地产开发等方面为他人谋利"

收受
!%

个单位和个人所送贿赂共计
&%'

万余元'美元
(-$

万元'欧元
+-$

万元以及!天梭%

手表一只*

#))%

年至
!++)

年"谭向红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
%+

余万元&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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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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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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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职位升迁，他“自然而然”地从一个送礼者变成一个收礼者———

“我习惯了用钱开路的潜规则”

将党员标准抛在脑后

#),$

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

到四川省农科院植保所从事科

研工作% 那时我每月工资
(+

多

元 "为了补贴家用 "我争取多出

差以挣一些补助 %那时候 "我想

的最多的是多写论文 # 多出成

果 "评上职称 "涨工资 #分房子 %

当时实现理想的重要途径是争

取项目资金 % 为了争取项目资

金" 我先后给一些人送钱送物"

逢年过节还给他们拜年%那个时

候 "作为一名科技人员 "我扮演

的角色是给别人送钱送物%

起初" 我还不太适应送礼%

但后来送的次数多了"办事越来

越顺畅"我也习惯了这种用&钱'

开路的潜规则了%

#))(

年"我调到四川省科技

厅农村处任副处长% 我的手中开

始有了一些权力后" 角色发生了

转变%刚到科技厅不久"我就第一

次收受了别人送的一箱水果和

(++

元钱%当时"我的心情虽然十

分复杂"但感觉良好%从一名送礼

者转变成一名收礼者" 这种飘飘

然的感觉让我将一个共产党员的

标准抛之脑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送钱的人麻木了" 收钱的我也麻

木了%我认为收的都是些小钱"而

且有时是以专家的身份收的"应

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我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别人

为什么会送钱给我)没有认识到

是因为自己手中有权的缘故%伴

随着这种角色转变"我的心态也

随之发生了变化(把收受别人的

钱财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心安

理得的同时埋下了祸根%

自认为是该得的回报

#)),

年" 我担任处长以后"

明显感到手中的权力增大了%手

中权力增大的同时"自己的私欲

也开始逐渐膨胀(我已不满足于

收受一些小钱" 我开始动脑筋想

办法搞权钱交易% 一般科技人员

因为只做科研没做研发" 没有其

他收入来源"送的都是些小钱%既

做科研又做研发的科研人员送钱

就比较大方( 我与这部分人打交

道也就多了起来% 我给他们争取

项目资金"他们给我好处费%

为了收受这些钱" 我的胆子

越来越大"甚至还私下注册公司通

过转账的方式收钱 %

#))&

年至

!++'

年
%

年多时间中" 我以这种

方式收受钱财
#,+

余万元% 用这

种隐蔽的方式收钱" 我在为自己

的聪明沾沾自喜时"也产生了侥幸

心理%我认为"为别人办事"这是自

己应该得到的回报%心存侥幸的主

观因素"让我在严重违纪违法的道

路上越陷越深%

!+++

年"我调任雅安市副市

长后 "手中的权力更大了 %我不

但没有收敛贪欲"反而认为逢年

过节收受分管部门# 开发商#建

筑商等人的钱财是很自然的事

情%我认为"在给他人办事时"只

要不违反大的原则 " 不乱用职

权"就没有大问题%所以"在和这

些人的交往中"我利用手中的权

力 "大搞权钱交易 "从收几万元

到几十万元"到最后收受开发商

所送的近两百万元%我甚至像他

们那样开始放纵自己**

陷入灯红酒绿的我这时已

经完全把党纪#政纪和国法置于

脑后% 虽然有时也担心出事"但

看到自己周围有很多类似的人

都没出事时"我就把&宝'压在了

侥幸心理上"结果是在犯罪的道

路上越滑越远%

以自由换取奢侈值不值

贪图这些享乐"满足自己的

私欲"必然要通过收受钱物来达

到目的% 而收受他人的钱物就要

为人办事"继而利用手中的权力

大搞权钱交易" 从而形成收钱#

办事 "再收钱 #再办事的惯性思

维和行为方式%

深刻反思 " 在利用职权大

肆收受钱物的背后" 贪图享乐#

贪图私欲是深层次的原因 % 长

期高消费让我为以后的退休生

活发愁 " 两个子女的出路也是

压在我心头的大石 % 为了自己

为了孩子 " 这是我大肆收受钱

财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

但是"算来算去"我却没有细

算政治账#名誉账#自由账"以政

治生命#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为代

价换取一时的奢侈享受" 究竟值

不值)我更没有想一想"手中的权

力应该为谁所用)没有掂一掂"个

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

人民的利益"孰轻孰重) 所谓&贪

者常忧不足'(难填的欲壑正是吞

噬我的深渊%人有七情六欲"关键

在于是否懂得克制%我认为"每一

个领导干部手中都掌握一定的权

力" 一旦放纵欲望" 就会伤及社

会#他人和自己%&欲求廉洁"必先

崇俭朴% '因此"要将欲望关进笼

子里"始终牢记党的宗旨"把服务

人民作为最大的幸福" 常怀律己

之心"克勤克俭"永葆简朴#清正

的本色% 如此"才能保一生平安%

"更多贪官忏悔详见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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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彭水：
人大主任肯定预防工作
!

本报记者 沈 义

通讯员 吴家胜

!县检察院
!+#$

年的职务

犯罪预防工作"有力度'有创新'

有成效 '有特色 "上了一个新台

阶))%近日 "重庆市彭水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张福安在该县检

察院报送的+彭水苗族土家族自

治县人民检察院关于
!+#$

年度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综合报告,上

作出批示&

!+#$

年"该院切实加强职务犯

罪预防工作"收到了较好效果&如制

作廉政公益广告在县电视台播放

#++

天*组织县管党政主要领导
'++

余人到监狱接受警示教育等&

蒲城：
抓“节点”播放廉政短剧

!

索保岗 党会娟

!廉不廉 "看过年 &%春节前

夕"陕西省蒲城县委决定在县电

视台播放廉政短剧+关爱,"播放

时间为除夕前两日' 春节假日'

元宵节前后容易出现腐败的三

个重要时段&

廉政短剧 +关爱 ,由蒲城县

检察院和该县地税局联手拍摄&

该剧讲述的是新任税务所长张

强利用职务之便" 在老同学刘军

开办的餐馆虚假停歇业逃避纳税

问题上"存在徇私舞弊'受贿等行

为" 县地税局预防职务犯罪领导

小组发现这一苗头后" 与其进行

廉政谈话" 并通过检察机关和家

属的双簧戏"使张强认识到错误"

主动向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坦

白违纪行为"并自愿接受处理"避

免滑向犯罪深渊的故事&

!我们要在创新宣传载体上

多动心思'多下功夫"用最直观'

最生动'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教育广大干部从源头上减少职

务犯罪发生&% 蒲城县检察院检

察长曹澄鸣说&

天津北辰：
多措并举完善查询机制

!

王 勇 臧献茹

!+#$

年以来"天津市北辰区

检察院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工作机制"推出通过网络公开查

询预约咨询联系方式"实行!

$%(

天
!'

小时% 无间隙服务并做到

查询结果立等可取"为查询申请

量大的 !查询大户 %建立专门档

案'开通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民

举措&

!+#$

年"该院受理查询
'++

余件"查询单位
#&++

余个次"查

询个人
&+

余人次&

为了提高查询质量" 该院职

务犯罪预防科对执行查询的电脑

进行了双显示屏设置" 一个屏幕

由查询工作人员使用" 另一个屏

幕面对查询当事人& 一方面便于

当事人核对信息" 另一方面也将

查询全过程置于当事人的监督之

下"保证了查询的公开公正&

中国新闻奖专栏复评优秀栏目

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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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马汪璐

郭 丽 记者 刘德华整理

近日"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检察院干警走上街头"开展预防职

务犯罪法制宣传活动%通过设置展

板#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

传材料" 现场受理咨询等形式"宣

传检察机关受理控告#举报案件的

范围"并耐心地解答群众的法律疑

问%记者获悉"该院干警当天共解

答群众法律咨询
#++

余人次"发放

预防职务犯罪宣传画册
!+++

份"

发出调查表
$++

余份%

本报记者程丁 通讯员王凯忠摄

监管缺位：“芝麻官”栽树造墓骗补偿

吴泽荣' 郑荣业是两个比

!村官%还小的官 "他俩是海南

省陵水县椰林镇桃源村委会第

三经济社正'副社长& 二人在协

助政府发放该县金冲河防洪堤

项目征地补偿款过程中" 见钱

眼开"骗领征地补偿款"结果落

得个钱财到手反成囚的结局&

近日" 陵水县法院以贪污

罪分别判处郑荣业有期徒刑十

年零六个月" 判处吴泽荣有期

徒刑十年&

伪造征地补偿表

!+##

年
%

月下旬" 陵水县

政府决定征用椰林镇桃源等村

委会的土地修建金冲河防洪

堤" 业主单位陵水县水务局对

这个项目征地实行!包干%补偿

模式" 即县政府按照相关标准

将征地补偿款拨入被征地单

位" 由被征地单位依据相关标

准负责发放&

!+##

年
##

月
)

日"椰林镇

政府根据桃源村委会请示 "对

征地亩数' 补偿款数额进行核

对后"将征地补偿款
#&''

万余

元转入桃源村委会账户&

听到
#&''

万余元征地补

偿款到账的消息后" 协助发放

征地补偿款的吴泽荣心急如

焚" 因为此次征用土地与他不

沾边"也就是说"他家没有土地

被征用&怎么才能捞到钱-吴泽

荣心生一计. 从有征用土地的

农户中分出一些土地来(

一天" 吴泽荣给该社副社

长郑荣业打电话" 谎称这次征

用的他堂兄弟吴秋连# 吴秋木

等三兄弟的一块地" 是他爷爷

早年开荒得来的"也有他一份"

让郑荣业拿一张土地赔偿表给

他( 郑荣业认为这是吴泽荣宗

族兄弟的事" 在没有核实的情

况下" 就将征地核实图上吴秋

连等三人被征用的一块
#-%%

亩

土地分给吴泽荣
+-%%

亩" 并制

作了补偿表( 之后"吴泽荣又从

村民郑维昌的征地中骗领了

+-!(

亩的补偿( 就这样"吴泽荣

两次骗领了征地补偿款共计
%-!

万余元(

种树造墓真是忙

吴泽荣带头明目张胆骗取

征地补偿款" 也就难怪他的副

手郑荣业效仿了( 其实"赌博成

瘾的郑荣业得知自己参与协助

征地的消息后" 更是急得团团

转" 因为他家也没有土地被征

用( 他思忖了几天后"终于想出

了弄补偿款的!金点子%(

几天后" 郑荣业雇了几个

人在村里一块
!-&

亩的集体土

地上抢种了大量的芒果树等青

苗( 没有多久"他就利用便利条

件"制作了一张
!-&

亩的土地青

苗补偿表"让吴泽荣签名确认(

吴泽荣明知青苗补偿表是虚假

的"但他不得不签名"因为他有

把柄在郑荣业手里(

!+#!

年
&

月
!(

日"郑荣业顺利地领到青

苗补偿款
'-'

万余元(

费了不少周折 " 只拿到
'

万多元"郑荣业不满足( 他又在

那块
!-&

亩集体土地上做起了

两座坟墓的文章( 谋划好之后"

郑荣业很快虚报并填写了一张

领取两座坟墓补偿款的新表 (

当他拿着表让吴泽荣签名确认

时"吴泽荣又生气又害怕( 他生

气郑荣业贪财胃口太大" 怕的

是" 这些事一旦败露自己必然

受牵连( 不过"生气也好"害怕

也罢" 吴泽荣只能不情愿地在

两座虚假坟墓补偿款领取表上

签名同意( 他知道自己不正"也

就无法正别人(

!+#!

年
&

月
$#

日"虚报的两座坟墓补偿款
(-)

万余元转入了郑荣业的账户 "

郑荣业很快取了出来(

监督到位最重要

征地补偿款发放工作接近

尾声时" 一些群众写了举报信

寄到了陵水县检察院(

陵水县检察院接到举报后

的第二天一早" 就派两名检察

官到桃源村多个经济社进行调

查( 听说检察院的人来到村里"

吴秋木找到检察官"反映了吴泽

荣利用职务便利骗领征地补偿

款的犯罪线索(

在 查 明 了 基 本 事 实 后 "

!+#$

年
&

月
)

日" 陵水县检察

院决定对吴泽荣# 郑荣业涉嫌

贪污一案立案侦查( 办案检察

官进一步查明.吴泽荣#郑荣业

互相勾结贪污征地补偿款 "其

中" 郑荣业个人贪污数额为
(-)

万余元" 伙同吴泽荣共同贪污

数额为
#+-&

万余元(

面对检察官的讯问" 吴泽

荣# 郑荣业分别交代了犯罪的

全过程" 但他俩的贪污款却分

文未退(

!+#$

年
#!

月
!&

日"陵

水县法院经开庭审理" 依法以

贪污罪判处被告人郑荣业有期

徒刑十年零六个月" 判处被告

人吴泽荣有期徒刑十年(

!从本案可以看出"在这个

项目征用土地过程中" 几乎看

不到有什么监督制约措施( 由

于监督缺位"才使得吴泽荣#郑

荣业胆大妄为" 在征地工作中

弄虚作假"虚报冒领屡屡得逞(

此案也给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

新课题" 就是如何在征地过程

中做到强化监管#监督到位"采

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保证征地

工作公平 #公开 #公正 "在每个

程序上"增加土地征用透明度"

使不法之徒没有空子可钻( %办

案检察官廖智攀如是说(

警示窗
JINGSHICHUANG

!

本报记者 李轩甫

通讯员 冯 敬

宜兴：项目经理有行贿犯罪记录被除名
!

李发亮 顾德鑫

近日 " 江苏省宜兴市检察

院收到该市某工程有限公司的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应用情

况反馈函," 该公司根据检察院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 " 依法

对曾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两名项

目经理作出不参与招标工作的

处置(

#

月
%

日" 宜兴市检察院在

审查某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申

请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资料中"

发现该企业要求查询的五名项

目经理中有两人的社保五险缴

费证明上的身份证号码与居民

身份证上的号码不一致 " 且在

这两份资料上显示的项目经理

的出生日期与建筑资质证书上

的出生日期也不一致 " 遂要求

申请人予以说明" 并提供真实#

完整 # 一致的资料 ( 在申请人

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 " 承办

干警根据该企业提供的两名项

目经理的姓名 # 身份证号等信

息进行查询 " 发现两人具有行

贿犯罪记录 " 遂依法发函告知

该企业 ( 该企业总经理前往宜

兴市检察院说明情况并正式函

告该院 " 已将具有行贿犯罪记

录的两名项目经理从招标中除

名 " 并保证以后对项目经理资

质进行严格审查 " 防止有行贿

犯罪记录的人混入 " 从而影响

招投标工作的正常管理秩序(

目前 " 该院正对查出有行

贿犯罪记录的两名项目经理的

相应招投标工作作进一步跟踪#

了解(

唐河：依托三个平台开展预防
!

本报记者 吕 峰

通讯员 牛凌云 刘 娜

!检察院搭建的这些教育平

台针对性强 #效果好 /%近日 "河

南省唐河县委农办主任陈国友

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参观检察院

的涉农警示教育展览后"深有感

触地说(

!+#$

年以来 " 该院根据实

际" 积极探索搭建三个平台全方

位开展涉农惠农职务犯罪预防(

依托个案教育平台" 增强预防针

对性( 该院预防部门与自侦部门

协作配合" 对查办的财政系统贪

污# 挪用公款窝案等
&

起涉农职

务犯罪案件通过个案剖析" 用身

边的真实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宣传

活动(依托集中教育平台"增强预

防震慑力( 和县纪委联合建立党

员干部警示教育基地" 作为集中

开展预防教育的重要阵地和有效

载体(依托教育培训平台"增强预

防长效性(结合典型案例"开展以

案释法"共组织教育#农业#财政

等系统开展法律宣传和警示教育

!(

场次"受教育党员干部达
!+++

余人( 开展法制培训
#(

场次"受

教育人数达
#+++

多人(

大爷，
你看看……

苏州工业园区：
预防咨询有了“私人定制”
!

傅佩芸 秦小平

!检察机关的预防咨询非常

贴心到位"使公司堵塞了管理漏

洞 "完善了制度 "避免了损失 (%

近日"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金龙

客车有限公司负责人对园区检

察院的预防咨询服务作出了这

样的评价(

前不久"金龙客车有限公司

为防止个别销售人员与客户!串

通%" 故意压低公司产品价格谋

取非法利益"拟对公司管理制度

作出调整(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

接到该公司的咨询请求后"指派

检察官深入该公司"研究销售人

员的特殊职务犯罪风险隐患"了

解公司的预防需求 ( 在此基础

上"该院检察官结合该公司的行

业特点"从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环

节#岗位#人员着眼"列举出采购

管理#议价程序等环节的职务犯

罪风险点"配以相对应的预防建

议"及时为其!量身定制%了一套

预防咨询方案(

据此"金龙客车有限公司准

确找到销售人员管理中存在的

风险隐患和漏洞"及时采取弥补

改进措施"科学完善了相关管理

制度" 取得了很好的预防效果(

另外"该院还对咨询方案进行了

及时跟踪服务"在该公司开展了

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专门制

作了
../

课件供公司法务人员

在全国各地销售人员培训活动

中使用"增强了服务咨询效果(

!企业的预防需求就是我们

努力的方向"如何保障和服务非

公经济健康发展一直是我院探

索和实践的重要课题"我院向金

龙客车公司提出的建立销售人

员定期轮岗#定期检查销售合同

资料等建议"均得到公司采纳(%

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陆炜皎介绍说(

据悉"苏州工业园区外资企

业 #私营企业达
$

万多家 "非公

经济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园区经

济的重要支柱 (近年来 "苏州工

业园区检察院不断创新工作方

式方法 " 通过开展 !防案众家

谈 %#发送 !防案邮件 %#创设 !防

案四步工作法 %等途径 "加大对

非公企业提供个性化的预防咨

询服务力度"达到预防效果的最

佳化"园区非公经济职务犯罪案

件的发案率实现逐年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