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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击行贿 实现反腐良效

!

月
"#

日! 全国检察机关反贪

部门重点查办行贿犯罪电视电话会

议召开! 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加大惩

治行贿犯罪力度! 严肃查办行贿次

数多"行贿人数多的案件!保持惩治

行贿受贿犯罪高压态势! 坚决遏制

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

在刑法理论上! 行贿犯罪和受

贿犯罪通常被认为是一对典型的

$对合%犯罪!行贿行为和受贿行为

具有互动作用# 从法学理论的应然

层面上讲! 依法对行贿犯罪予以打

击! 应当成为贿赂犯罪惩治中的重

要环节& 但是从司法实践的实然层

面上讲! 对贿赂犯罪的惩治却表现

为 $非对称性 %'''$重受贿轻行

贿%! 行贿犯罪轻刑化特征非常明

显(当前形势下!我们应通过认真思

考和理性分析! 努力做到重拳出击

行贿犯罪!依法惩治贿赂犯罪!实现

法治反腐的最佳效果(

转变观念" 深刻认识行贿

犯罪的危害

行贿犯罪成为诱发贿赂犯罪发

生的$导火索%(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

里克)菲利认为*$犯罪的自然根源不

仅存在于个人有机体中!而且在很大

程度上存在于自然和社会环境中(%

对于贿赂犯罪同样如此!行贿犯罪实

质上是诱发受贿犯罪的极为重要的

社会因素之一!有时候甚至起到决定

性作用(许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

之后!就开始贪赃枉法+滥用职权!积

极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行贿人谋取利

益!公务人员的廉洁性和公务行为的

公正性受到严重破坏(

行贿犯罪成为建立公平竞争秩

序的$绊脚石%(市场缺失"政府大量

干预和管制经济活动!是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

个制度环境! 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之

中!行贿人通过贿赂可以轻而易举地

击败对手!谋取竞争优势!获得竞争

的胜利!从而导致市场主体对于市场

经济发展失去信心!公平竞争的市场

经济秩序的建立只能化为$泡影%(

行贿犯罪成为侵吞社会公共利

益的$寄生虫%(行贿人在行贿之前

都是经过非常精密的经济成本收益

计算的! 贿赂实质上是他们进行的

一项$投资%!意图以此获取成倍的

回报 (而这个$回报%由纳税人来最

后承担(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 !行

贿犯罪最终危害的是社会公众自己

的切身利益! 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行

贿犯罪这一社会现象绝不能有 $事

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

分析问题" 找准打击行贿

不力的原因

目前打击行贿不力的原因从立

法角度而言!一是$不正当利益%的要

件不符合行贿罪的本质特征(只要行

为人实施了行贿行为!无论其主观上

欲谋取的是什么样的利益!都是对公

职行为的收买!并不影响行贿罪的本

质(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只承认行

贿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才是

犯罪!而把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

排斥在外!势必会打开,合法行贿-的

大门!使行贿成为一种低风险高回报

的普遍的利益行为(% 二是对行贿者

财产处罚力度太弱!并且资格刑存在

立法空白!即我国行贿罪的法定刑中

没有罚金刑!不少行贿人在被查处之

后!经济利益没有受到损失&此外!我

国刑罚并未规定对行贿犯罪人可以

适用资格刑!为行贿犯罪人再犯提供

了条件(三是从刑事诉讼法学角度来

讲!我国尚未建立反腐败特殊证据规

则!从而导致出现$检方举证责任不

能转移%"$职务犯罪初查所收集的证

据不能直接采用%等问题!口供往往

由于犯罪分子刻意规避"对抗而难以

收集!使打击行贿犯罪陷入困境(

从司法角度而言! 由于贿赂犯

罪往往是$一对一%进行的!作案隐

蔽!物证书证少!取证困难 !行贿受

贿双方的口供称为定案关键证据 (

以检察机关目前的侦查手段和侦查

能力! 在一些特殊侦查措施和手段

缺乏的情况下! 如果对行贿人和受

贿人都同样严厉打击! 很可能促使

他们形成攻守同盟! 强化他们的合

作对抗心理! 难以收集有力证据或

者证据不足( 这是目前打击行贿不

力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从社会角度而言! 我国长期形

成的$一元化%治理行贿犯罪模式已

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目前!.联

合国反腐败公约/所倡导的综合性治

理理念逐渐被各国所接受!它强调实

现$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和社会公众

参与的重要性(而反观我国!包括纪

委+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等国家机关

承当了过多的打击行贿犯罪的任务!

而忽视了包括市场主体+ 行业组织+

公民个人以及大众媒体等在打击行

贿犯罪中的主体地位和重要作用!使

打击行贿犯罪惩治效果有限(

综合施策" 实现 #三个到

位$的惩治模式

加大对行贿的打击力度! 在立

法层面上! 实现对行贿犯罪刑事法

律规制调整的$到位%(一是取消$不

正当利益% 的限制( 无论是从理论

上! 还是从打击贿赂犯罪的具体实

际上!抑或与国际接轨的角度!都非

常有必要尽快取消 $为谋取不正当

利益%的犯罪构成要件!进一步严密

行贿行为入罪的$法网 %(二是对行

贿犯罪增设罚金刑和配置资格刑 (

可以考虑在刑法中增设罚金刑 !使

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也有罚金刑!

并规定罚金可以单处亦可以并处 &

此外! 对行贿人或者单位分别判处

相应的资格刑! 这样可以剥夺或者

限制行贿人利用自身某种资格的再

犯能力( 三是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

反腐败特殊证据规则( 在遵循一般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基础上! 允许

在一定范围内对于特定贿赂犯罪适

用刑事推定等特殊证据规则! 以加

大打击力度&此外!应尽快将初查纳

入到刑事诉讼法律的体系之内 !确

认初查的法律基本地位(

在司法层面上! 实现对行贿犯

罪侦查措施手段补足的 $到位%(一

是检察机关应积极尝试利用新的特

殊侦查措施!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已

经将技术侦查权配置给了检察机

关!接下来!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 规定*$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

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

为适当时候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

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

查手段(%检察机关应开始对相应的

侦查措施展开试点应用( 二是以侦

查信息化和装备现代化建设为契

机! 加快实现职务犯罪侦查的转型

升级( 一方面应积极借助侦查信息

化建设平台! 加强对职务犯罪情报

信息的收集+整理+研判和利用 &另

一方面应注重加大对职务犯罪侦查

的科技投入! 积极采用现代化侦查

技术!以减少对行贿口供的依赖(

在社会层面上!实现对行贿犯罪

社会综合治理措施的$到位%(逐步变

$一元化%的治理主体为$多元化%的

治理主体! 以政务信息公开为核心!

加快制定有关制度的配套实施细则!

避免行政执法+工程建设+政府采购

等有关规范过于原则化!使相应制度

清晰明了+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依

托现有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增

设行贿违法档案!使有行贿行为而因

种种原因未被法院判决的行贿人员

或者单位也录入查询系统&行业自律

组织要积极发挥作用!加强对企业事

业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行为的约束

和规范!避免会员采取贿赂的不正当

竞争方式&规范行政执法人员与中介

代理机构之间的交往行为!提高执法

人员对中介代理的风险防范及自我

保护意识!保持执法的独立性和廉洁

性& 进一步强化行贿犯罪预防宣传!

降低社会公众对行贿罪的容忍度!促

使社会公众树立$行贿可耻%的意识

和观念!清正社会风气(

广州禁止官员出入歌舞厅

据近日.南方都市报/报道!$领导干部不准用

公款或私款出入歌舞厅+夜总会%(日前!广州市纪

委首次发文明确规定! 领导干部不得将公车停放

在高尔夫球场+歌舞厅+夜总会等场所!不得出入

私人会所和歌舞厅+夜总会!严禁领导干部与私企

老板勾肩搭背等(

%

何勇!$官员禁进歌舞厅% 只不过是从枝枝

叶叶层面反腐败!很难从根本上约束官商勾结(要

从根本上约束官员的高消费和官商勾结! 关键还

是要削弱和约束官员的权力! 让官员的权力和财

产在阳光下晾晒! 让官员的权力对商人失去行贿

的引力(

%

于文军!从某种意义上讲!广州此举可谓中

央八项规定等政令的进一步延伸! 是对官员的爱

护!防患于未然!确有现实针对性(如果官员觉得

受不了这方面的约束!可以辞官嘛0

%

陈怀瑜!广州出台了据说是史上最严的$十

个严禁%!特别是这条$领导干部不准用公款或私

款出入歌舞厅+夜总会%(看来为官者除非退休后!

才有可能出入娱乐场所了( 广州纪委出台此规定

的初衷!真可谓煞费苦心(

%

王传言! 对于官员行为的规范需要将官员

的公私分开( 这要求官员在公务期间需要遵守基

本规范! 无论是纪律规范还是法律规范都应该严

格遵守(而官员在八小时之外的时间里!应属于私

人领域!纪律规范相应淡化也无妨吧(

上海黄浦区长出庭应诉

据日前.中国青年报/报道!

#

月
$

日下午!上

海儿科医生童某以原告的身份起诉黄浦区区政

府! 要求黄浦区人民法院撤销区政府此前作出的

房屋征收补偿的行政行为( 出乎童某意料的是!

坐在被告席上的! 不是律师! 也不是区政府的普

通工作人员! 而是黄浦区政府的法定代表人+ 区

长彭崧(

%

张枫逸! 行政首长出庭是一堂生动的法治

教育课和警示课(事实上!$民告官%并不可怕!关

键就在于敢不敢正视!会不会应对(行政首长出庭

出声成为常态! 就能把诉讼法庭现场变成交流互

动平台!既开诚布公向原告和公众澄清误解!又聆

听群众诉求改进部门工作!何乐而不为1

%

于文军!$一把手%出庭应诉!体现了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对于培养官员尊重法律+破除官本位

观念等具有积极意义( 即使行政机关打官司败诉

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胜利的是法律!因为法律

纠正了行政上的失误或过错! 维护了原告享有的

合法权益(因而!我们对$一把手%出庭应诉当抱有

平常心看待!无须大惊小怪(

%

马进彪!今天人们高度关注民告官!说明社

会法治化的步伐还有加快的潜力! 而什么时候权

力与权利对等了! 对于民告官的案子人们只关注

结果而不关注过程的时候!就说明社会进步了!因

为人们已充分相信司法的正义过程! 而无论怎样

的结果都是必然之果(

开放公共设施不麻烦
!

苑广阔

近日!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向社

会公众免费开放政府大院停车场及

办公楼卫生间! 缓解周边老旧小区

居民停车难等问题"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 !原

有的公共服务设施已经无法满足市

民们的生活需要"而一些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公共服务设施 !

却存在大量闲置#资源浪费的情况"

为什么不能开放这些公共服务设

施!以弥补社会资源的不足!满足公

众工作和生活所需呢$

从表面上看! 金凤区机关单位

开放内部公共服务设施是百姓单方

面受益! 给政府机关的内部管理增

添了麻烦!增加了成本"其实这只是

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从根本上

来说! 机关开放公共服务设施是利

人利己之举!这里的 %己 &当然不是

指的某个人!而是整个公务员群体!

是背后的政府部门"

开放党政机关公共服务设施的

做法!有效拉近了群众与干部#百姓

与政府之间的距离! 对树立官员和

政府机关的形象!无疑大有裨益"从

这个角度来说! 此举显然是双赢而

并非只有百姓受益"

开放政府机关内部公共服务设

施! 唯一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开放

之后如何维持机关内部的管理秩

序! 不让前来停车# 方便# 运动的

市民影响到政府机关正常的办公秩

序" 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 !

无非就是在原有基础上加强内部管

理! 或者是多聘请几个管理人员 #

保洁人员而已! 虽然增加了管理成

本! 但纳税人为这样的财政支出买

单! 值"

官员道德失范的“环境因素”
!

张桂辉

但凡合格的官员 ! 既是人民

的公仆! 也是社会的标杆" 然而!

当下一些官员的所作所为! 到了

严重 #缺德$ 的地步! 更有甚者

已然突破做人的底线 % 近年来 !

从官员不雅视频 ! 到集体嫖娼 &

权色交易等! 接二连三& 频频曝

光" 这些美丑不辨& 廉耻不分的

官员道德失范行为! 非但严重丑

化了官员的整体形象! 而且直接

削减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

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

任兼秘书长& 新华社主任编辑朱

继东在新近一期的 '红旗文稿 (

上发表文章! 对一些领导干部道

德失范的根源进行剖析% 他认为

主要根源一是缺乏坚定的理想信

念! 二是一些组织部门选拔领导

干部未能严格遵循 #德才兼备 !

以德为先$ 的标准! 三是没有真

正建立起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

题的透明监督制度和严厉惩处制

度%

我认为 ! 还有一条重要根源

未能深挖细究! 即官员道德失范

与 #环境因素$ 的影响密不可分%

当前 !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

期& 改革攻坚期! 各种不同的价

值观念鱼龙混杂! 潜移默化侵扰

着官员的心灵% 而西方某些错误

思潮更是乔装打扮 ! 滚滚而来 &

悄悄作祟% 一些官员头脑不清醒!

信念不坚定! 情趣不健康 ! 经不

起侵袭和腐蚀! 昏昏然突破做人

的底线! 茫茫然丢掉为官的品德!

最终做出腐化堕落& 道德德失范

的行为%

一些地方和单位 ! 内部要求

过松& 宽容过度% 最常见的现象

是! 八小时以内得过且过! 八小

时以外不闻不问% 至于上下之间

的相互监督! 更是有名无实 & 形

同虚设%

除此之外 ! 少数领导干部 !

自身 #不干净$! 对部下或者下级

不敢严格管理! 常常是听之任之&

你好我好他也好% 还有的领导用

权不规范! 作风不检点! 绯闻还

不断% 有关部门往往却抱着 #民

不举& 官不究$ 的态度 ! 有的甚

至把这些当成 #个人爱好$& #生

活小节$! 非但不予批评教育! 反

而委以重任! 无形中助长了一些

官员道德失范的胆量%

近朱者赤 ! 近墨者黑 % 这里

所说的 #朱$ 与 #墨$! 就是一种

#环境因素$% 透析官员道德失范

的种种丑闻! 从中不难发现 ! 一

方面! 但凡没有坚定共产主义理

想信念的官员! 就必然在物欲横

流& 声色犬马面前吃败仗 & 当俘

虏) 另一方面! 没有健康的干部

成长环境 ! 既缺少严密的 #笼

子$! 又缺乏必要的监控! 道德失

范现象! 何以能禁而绝之*

$民告官%引公众关注%

广州官员被禁止出入歌舞厅(

%文稿统筹!高斌&

!

蒋小平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

郭树合

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

#

月

%

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栖

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

组织调查%

#

月
$

日电!湖南省纪委
$

日公

布! 湖南省纪委对中南大学原副校

长胡铁辉涉嫌违纪问题立案调查%

#

月
&

日!辽宁省纪委对辽宁省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巡视

员&省+中,直企业工会主席徐曙明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

查%

连日来!一个个贪官相继落马!

缘何*追根问源!他们走到今天都有

一个共同的原因-欲望失控!驷马难

追%因为欲火中烧!所以邪念膨胀 )

因为欲壑难填!所以积重难返%

人有七情六欲%合理合法&健康

向上的愿望!皆应积极推崇)而那些

有违法纪&消极负面的奢想!误党误

国!害人害己!理应坚决革除%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

不遏则滔天%$#河北第一秘$河北省

国税局原局长李真贪求腐败& 结党

营私!罪行深重!被判死刑)安徽省

原副省长王怀忠精通官场权谋!#台

上大谈廉!台下死要钱 $!最终见了

#阎王$) 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

人杰!从他家中抄出的现金!用秤来

清点足足
"%

公斤!带着受贿过亿的

#美名$上了#西天$)重庆市司法局

原局长文强因仕途多年原地踏步 !

绞尽脑汁搞起了#升官不成!就乱用

权$!权力的滥用促使他走上了断头

台)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包

养情妇
'!(

多个!臭名远扬)湖北省

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不但长期

包养情妇!而且长期嫖娼成性!竟与

'(&

个女人有染!声名狼藉..这些

官员纵欲的下场可笑&可耻&可悲%

其实! 贪官们因管控不住自己

的欲望而丢官落网!其最大的敌人!

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 只有严于律

己!自觉远离党纪国法#高压线$!方

能在各种各样的工作生活环境中胜

出!立于不败之地%

管住欲望!保住的是人格尊严!

换来的是顺利平安%#名节重泰山 !

利欲轻鸿毛%所以古志士!终身甘

袍%$于谦的诗词!言简意赅!深入浅

出!发人深省%'论语(中说!无欲则

刚%只有管住自己的欲望!摒弃了私

心杂念!心里才有底气!说话才会硬

气!做人才有骨气!工作才有正气%

连载%七&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编辑 贾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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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没有追诉期
控申科高科长接到一起尘封已久的案件! 三十多

年前"一个豆蔻年华的乡村女教师自杀了'女教师的父

亲带着女儿的遗书找到了高科长'遗书中"女教师声泪

俱下揭露了校长张永强强奸她的真相' 当年张永强嫁

祸于人"侥幸逃过了公安机关的调查'多年过去"面对

这样一宗(死案$"高科长没有因为案情复杂且过了法

律追诉期"一推了之"而是深入调查"拨开迷雾"使真相

浮出水面'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

制或转载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我想敲山震虎! 免得他不

认账 % 停顿片刻 ! 我接着说 -

#那时你也年轻! 才三十出头!

谁也是从年轻过来的! 容易冲

动! 干出一些不理性的事% 其

实! 我现在很理解你! 你非常

后悔! 用几十年勤劳致富挣得

的钱! 赎回你的过错% 你隐姓

埋名! 就是耻于见到乡亲! 知

耻而悔呀% 你捐助了巨额资金!

大举善事! 就是良知发现..$

张永祥见话已说到这儿 !

再否认就是愚蠢之举! 他仍面

无表情地说- #感谢你的理解!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 我听从

发落%$

#你知道! 我们国家的法律

是有追诉期的% 那件事已经过

去三十多年了! 我来是和你要

个态度! 要个真相! 把事说清

楚! 一起想办法安慰那些受到

伤害到的人! 化解他们心中的

怨恨% 把你身上的沉重包袱卸

下来! 堂堂正正做人%$ 我坦诚

相见%

#我死有余辜啊/$ 一直轻

言慢语的张永祥! 突然拍着饭

桌失声喊道%

我不禁一愣! 见他老泪纵

横! 赶紧安慰道- #张总! 你

不要过分自责! 时间会洗刷你

的罪过% 现在重要的是我们怎

么化解活着的人心中的仇恨 !

怎么让死去的人在天之灵安

息%$

#我对不起潘玉琴! 对不起

潘大夫! 更对不起村里的父老

乡亲啊% 这些年! 我拼命挣钱!

把挣下的钱全部捐出去! 来赎

买失去的良心% 你不知我是怎

么过来的啊..$ 张永祥鼻子

尖流下一串鼻涕%

张永祥打开话匣子% 他说-

#那时我还年轻! 从小在村子里

长大! 没见过什么世面! 自以

为我哥哥是支书 ! 我是校长 !

我就是学校的天王爷! 谁还敢

跟我过不去% 由于我精力旺盛!

贪恋女色! 村里上学的女孩子

大多年龄较大! 一些女学生已

经到了青春期! 浑身散发着诱

人的魅力% 加之! 我以为男女

之事只是个道德作风问题! 没

有多么严重% 于是! 有的女学

生在我的引诱下! 成为我的怀

中之物% 做了些坏事! 没有人

说什么! 我以为神不知鬼不晓!

胆子越发大了起来%

#那年! 潘玉琴初中毕业后

来到学校教书 ! 她长得漂亮 !

家境较好! 会打扮! 性格也活

泼 ! 一进校门我就盯上了她 %

开始! 怕老婆察觉! 后来! 我

见老婆十分妒忌潘玉琴! 怂恿

我祸害了那个 #妖精$! 我的胆

子更壮了..

#潘玉琴死了后! 公安人员

审查我% 我意识到自己把事情

闹大了! 好在我有防备! 让刘

星和潘玉琴搞在一起! 还抓住

他们鬼混的把柄! 任凭公安人

员怎么审讯! 我就是坚不吐实!

他们没有证据! 只得放了我%

#这件事把我的名声搞坏

了! 有的学生家长乘机告发我!

公安人员在调查了二十多天后!

没有搞到证据! 也就鸣金收兵

了%

#我自知无法再教书了! 就

领着老婆孩子! 到几十里外的

一个村里承包了一座碱湖! 承

包期为五年% 幸好那时碱价猛

涨! 我挣了一大笔钱% 好景不

长! 杜梅得了肝癌! 后来转移

到骨骼! 病魔折磨得她死去活

来% 我每天听着她撕心裂肺的

呻吟 ! 手里虽有大把的票子 !

但无法减轻她的痛苦! 更无法

挽救她的生命%

#杜梅临死时只有四五十斤

体重! 她弥留之际对我说! 这

是老天的报应! 让我痛改前非!

积德行善! 给子孙留点阴德%

#杜梅死后! 八三年开始严

打! 我看到一些犯有强奸罪的

人! 被处以极刑% 我吓得心惊

肉跳! 夜里做噩梦! 有一阵子

神思恍惚! 精神快要崩溃! 我

意识到自己犯了多么严重的罪

行! 总有一天要受到惩罚% 我

决定远走高飞! 到青海等地谋

生% 那时正赶上羊绒值钱! 我

就用先前挣下的钱! 买了一辆

吉普车 ! 走村串户收购羊绒 %

没想到羊绒价格一路飙升! 收

购一斤羊绒能挣一二百元! 几

年间我就成了千万元户%

#后来! 我随一些生意伙伴

来到深圳市! 组建了羊绒加工

企业..$

张永强接着说- #那些年

我只有一个念头 ! 拼命挣钱 !

把挣得的钱大量地捐助赈灾 &

救助困难学生等公益事业% 我

每捐助一笔钱! 心里就安慰许

多! 最早的捐助就是建设家乡

的学校! 我对那所学校是有深

厚感情的! 我失去了它! 还要

把它建设得更好! 让它为家乡

的的孩子们造福..$

我们一边喝着酒! 一边聊

着% 张永强感慨地说- #小高

兄弟啊 ! 你是检察院的干部 !

你应该知道逃犯的日子是怎么

过的*$

我点了点头! 说道- #我

能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