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套自建房“分得”两套安置房

河南省鹤壁市是一座煤炭

城市! 几十年来! 在把滚滚乌

金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各地的

同时! 一些矿区也不可避免地

出现了采煤沉陷现象"

!""#

年!

鹤壁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

目被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 !成

为河南第一批采煤沉陷综合治

理项目" 鹤煤公司二矿行政科

房产组原组长崔敬举在协助政

府参与采煤沉陷治理和棚户区

改造工作中! 面对安置房补贴

诱惑!渐渐迷失了人生方向"

悄悄保留下自家自建房

今年
#$

岁的崔敬举原是

鹤煤公司二矿行政科房产组组

长" 随着事业的不断进步! 崔

敬举家原本贫困的家境逐渐好

了起来! 并在鹤壁市新区买了

房子" 可以说! 只要踏踏实实

工作! 崔敬举未来的工作和生

活是幸福而光明的" 但让人想

不到的是! 他的人生因为几年

前一套老房子的安置补偿发生

了转折"

崔敬举一家早年在二矿附

近的西岭有一套自建房! 面积

%!

平方米左右 "

!&&%

年上半

年! 二矿开始进行棚户区改造

和第一批采煤沉陷区治理工

作" 崔敬举家的这套自建房属

于棚户区改造范围之内! 他因

此分到了一套安置房! 并以父

亲的名义办理了手续" 由于当

时刚刚贷款在市区买房不久 !

他家经济上并不宽裕! 崔敬举

便以
'('

万元的价格转卖了安

置房房号"

按照有关规定! 参加棚户

区改造治理并分到安置房的原

自建房必须拆除" 但崔敬举却

悄悄地将自家这套自建房保留

了下来" 原来! 在他心里还另

有一套打算"

崔敬举进入房产组工作

时! 二矿棚户区改造和第一批

采煤沉陷区治理工作已经开

展" 按照矿上安排! 由房产组

配合棚户区改造和采煤沉陷区

治理部门的工作! 具体负责对

辖区内涉及的房屋进行丈量 #

登记# 实地勘验等工作" 在工

作中! 崔敬举发现自家的自建

房在地理位置上比较特殊! 没

有与其他棚户区改造房成片相

连! 而是位于二矿采煤沉陷区

治理区域的边缘部位! 位置比

较隐蔽" $如果自家的自建房能

够保留不拆! 那么在第二批沉

陷区治理工作开始的时候! 把

这套自建房当作第一批沉陷区

治理工作的遗留问题重新进行

申请! 岂不是还可以再分一套

安置房 "% 崔敬举暗暗打起了

算盘"

崔敬举还了解到! 采煤沉

陷区综合治理工作和棚户区改

造工作分别由鹤壁市政府和鹤

煤公司下属的两个部门负责 !

两个部门均独立开展工作! 相

互之间信息并不沟通 & 同时 !

两项工作的房子拆除工作均由

该矿行政科安排施工队拆除 !

崔敬举所在的房产组与施工队

同属行政科管辖! 自己可以便

宜行事" 思前想后! 崔敬举决

定利用工作便利 ! 钻一个空

子 ! 获得第二次补偿 " 于是 !

在第一批棚户区改造房拆除期

间! 崔敬举便把自家的自建房

私下保留了下来"

做手脚分到第二套安置房

!&&)

年底! 鹤壁市采煤沉

陷区综合治理办公室 !以下简

称为 "沉治办 #$ 对鹤煤公司

二矿开始第二批采煤沉陷区治

理! 按照要求! 崔敬举任职的

房产组继续配合鹤壁市沉治办

拆迁科工作! 与此同时! 他也

开始着手自己的计划"

崔敬举首先找到沉治办工

作人员李某! 李某的工作职责

是和二矿房产组人员一道对需

要治理的房屋进行丈量! 并根

据丈量数据建立档案" 崔敬举

带李某实地查看了自家的自建

房! 并告诉李某这是自己一个

朋友的房子! 属于第一批沉陷

改造的遗留问题! 让李某帮助

房产建档 ! 并将原本
%!

平方

米的房屋面积随口改成了
)&

平方米" 由于在平常工作中房

屋面积丈量工作都是由房产组

具体负责! 再加上两人比较熟

悉! 李某丝毫没有怀疑! 看过

房子之后! 便根据崔敬举提供

的信息为该自建房填写了沉陷

区治理手续! 建立了一套沉陷

区治理房屋档案! 以崔敬举母

亲的名字办理了登记手续"

按照规定! 建档之后要对

档案中的房子信息进行公示 !

公示无异议后 ! 再抽签分房 "

公示期间! 由于崔敬举的自建

房比较隐蔽! 且其母亲的名字

外人多不知晓! 因此公示期间

并无人提出异议" 就这样! 通

过一系列操作! 崔敬举这套已

经参加过棚改并已获得安置房

的自建房 ! 又经过重新申请 #

丈量# 填表# 建档# 公示等程

序! 再次分到了一套沉陷区治

理安置房" 之后不久! 崔敬举

这套先后两次获得安置房补偿

的自建房与第二批沉陷治理房

一起被拆除了"

亲手毁了自己的前途

处心积虑的计划顺利完成

了! 但崔敬举心里却始终隐隐

不安 "

!&$#

年
!

月
$!

日 ! 因

为涉嫌一起受贿案件! 鹤壁市

淇滨区检察院反贪局通知崔敬

举接受询问" 突然收到检察机

关的询问通知书! 心虚的崔敬

举以为事情已经败露! 便主动

交代了自己利用职权骗取安置

房的犯罪事实" 当日! 崔敬举

被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 经

侦查查明! 崔敬举利用协助政

府从事采煤沉陷区治理工作的

职务之便! 采取伪造沉陷区房

屋治理档案等手段! 骗取国家

采煤沉陷区安置房补贴资金

')!&%(#$

元"

$对这件事 ! 我现在后悔

得要死 "% 在讯问过程中 ! 崔

敬举懊悔地向侦查人员说 '

$自从当上房产组组长 ! 手中

有了一些权力! 偶尔便会有人

送礼求自己办事! 特别是在棚

户区改造和沉陷区治理工作过

程中 ! 经常会因为房屋丈量 #

住户更名等工作接受别人的一

些好处! 虽然不多! 却逐渐使

自己放松了警惕" 在面对安置

房补贴的诱惑下! 我彻底失去

了立场! 挖空心思钻国家的空

子 ! 最终亲手毁了自己的前

途" 这次惨痛的教训我会铭记

一辈子"%

#

月
$$

日! 淇滨区法院对

该案进行了审理! 并以贪污罪

判处崔敬举有期徒刑三年! 并

处没收财产
*

万元"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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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人!黄梅生

原任职务!安徽省长丰县双墩镇花园居委会党组织书记兼居委会主任

触犯罪名!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判决结果!

!&$&

年
$!

月
!#

日!长丰县法院以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处黄梅

生有期徒刑七年"

犯罪事实!黄梅生在担任长丰县双墩镇花园居委会党组织书记兼居委会主任期间!在协助本镇政府从

事征地#建房等工作中!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钱款计人民币
$!*!!

万元"其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钱款
*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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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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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贻伙 整理

一个村官的别字忏悔：我再也不敢犯罚（法）了

黄梅生受贿一案!因为是典

型的$小村官大腐败%!曾经受到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注!并被列

为重点督办案件"$村官%在中国

的官场生态系统中!虽然$级别%

最低也最不起眼!但由于其腐败

直接发生在群众身边!老百姓对

此感受也就最为深刻" 所以说!

反腐败 !既要打 $老虎 %!也要拍

$苍蝇%"

黄梅生被查处后!先后亲笔

书写了四份悔过书!其中既有对

家人的牵挂和不安!也有对领导

多年培养的愧疚!更有对自己不

知法 # 不懂法而触犯法律的后

悔" 由于只有小学一年级文化!

黄梅生自书的悔过书不时出现

一些错别字" 现综合整理出来!

力求保持$原汁原味%!希望以此

告诫那些$村官 %们 !严以修身 !

严以用权 !严以律己 !避免走上

违法犯罪的不归之路"

我会用生命去换取后悔药

如果哪里有%我会用我自己

的生命去换取后悔药%再把它分

给那些象 "应为 #像 $%括弧中为

更正字%下同&整理者注'我一样

犯罪的人%我自己只留一点能救

我自己就行了&只有这样才能汇

"回 '报祖国 %汇 "回 '报党 %汇

"回 '报领导 %汇 "回 '报广大人

民%汇 "回'报整个社会 %让社会

得到安宁%让社会少出象"像'我

这样的人民罪人&

我被关在这里 % 从内心上

讲 %真的是想死不想活 %因为已

"以'后回到社会中%怎么能面对

那些关心我的人和那些亲朋好

友&我在这里
$&

多天%领导多次

来给我讲政策 %讲道理 %才使我

打消了死的念头 & 我现在犯罪

了%只有通过党的教育和自我改

造 %出来重新做一个好人 %才能

真正地汇"回'报领导和社会&如

果我一时想不开离开这个世界%

也就没有重新做人的机会%更没

有汇"回'报社会的机会&

只有活下来才可能有这一

天%等吧%等吧%总有等到的那一

天&

我实在担心父母妻儿

我这个人很坦诚%性格也很

不好 %心里放不下东西 %今天路

已经走错了%讲一千讲一万都没

用了 & 现在只有好好地反思已

"以'后出来怎么做人%怎么来汇

"回'报领导对我的关心和教育&

我要在晚年很短的生命中做一

个真正的男人&

这次我犯下了罪行%家里恨

我%社会恨我%领导恨我%我也没

有什么好的方法去补救%只有等

到出来那时起%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来汇"回'报社会&

我真的没有脸见我的家人%

我的儿女都很孝顺%而我给他们

带来这么大的伤害和精神压力%

太不应该 &我母亲久病 %就我这

么一个儿子&

!&&+

年春节大年初

四% 我最小的男孩因车祸死亡%

他当时才
$'

周岁&从那时起%我

家属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多

病在身& 我实在担心她们娘俩%

如果有一天出现意外%我都不能

敬"尽'到责任&到那时就是我死

了%社会上也会骂我&

现在在这个地方%我天天都

在担心我母亲和我家属%还有我

的儿女们&他们整天到晚要顶着

多大的压力啊%都是我这个不争

气的父亲所造成的%我也没有什

么好的办法来作为补偿%只有来

生来世做牛做马来汇"回'报&如

果真的有来生%只有听党话跟党

走%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不知道钱是带有 (法$

字的

我在这里
$&

多天了% 如同

有十几年的时间那样漫长难过&

回忆过去%每当接受一个人送钱

的时候% 虽然也有害怕的念头%

可是在金钱的诱惑下%在大脑还

没有回过神来的情况下%还是一

个一个地接收下来&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钱是带

有'法(的字样 %更是赃款 )早知

道有这样的结果%就是打死我也

不敢收&作为我这样的村官还是

法力"律'知识学得少了%以至于

犯罚"法'了%所以我希望政府已

"以'后要对村官加强法力 "律 '

知识教育%让每个村官能多学点

法 *少犯罚 "法 '%更不能做对不

起党和人民的事情&

我现在已经没有机会现身

说法了 % 可是我希望我的儿女

们 %要把我作为血的教训 %牢记

心上永不忘记&我在这里再次承

诺 %通过教育改造已 "以 '后出

来%坚决做一个不与人民为敌的

人%我再也不敢犯罚 "法 '了 %我

要好好做个大写的人&

"更多贪官忏悔详见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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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软的信》道出硬道理
!

本报通讯员 徐 霞

略显黑暗的会议室里静悄

悄的! 只有电影画面在闪烁"

放映结束了! 灯光打开了"

河南省获嘉县检察院职务

犯罪预防局副局长袁昌龙看到

有些人的眼睛里泛起了泪花 !

还听到了隐隐的抽泣声 ! 每个

人的心灵都被深深地打动"这是

'

月
%

日上午! 该院在县财政局

进行预防职务犯罪法制讲座的

现场 " 在讲了近一个小时的法

律知识后 ! 主讲检察官播放了

一部时长
,

分钟的微电影 (软

软的信)"

(软软的信) 是河南省首部

预防职务犯罪微电影 ! 讲述了

一个叫软软的九岁小女孩写给

父母的一封信 " 以电影的手法

描述小女孩的父母因职务犯罪

被判刑到监狱服刑后 ! 小女孩

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 可懂事

的孩子在给父母的信中 ! 却说

自己一切很好 ! 只是希望爸爸

妈妈早点回来 ! 重回以往的幸

福生活" 电影没有刺激的画面#

没有惊人的语言! 一切很平和#

很朴实 ! 甚至都没有讲她的父

母是为什么离开的 ! 却又带给

人们许多启迪"

这是该院首次尝试结合微

电影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教育 "

财政系统工作人员纷纷表示 !

这种方法比单纯的讲课更能打

动人心 ! 更能警醒人 ! 触动心

灵 ! 让人们珍惜生活 ! 慎用权

力"

今年两会期间 ! 该院征求

县人大代表 # 政协委员的意见

和建议时 ! 多名代表委员提出

应加大职务犯罪预防宣传教育

力度 " 该院检察长范江涛对此

非常重视 ! 召集相关部门研究

如何创新预防宣传教育 * 如何

把预防职务犯罪打造成获嘉检

察的一张品牌*

该院预防部门积极行动 !

不断创新预防方式方法 ! 除了

结合微电影开展警示教育 ! 他

们还变被动邀请为主动联系 "

#

月
!*

日 ! 他们经与法院协

调 ! 组织该县国土部门干部职

工参加了首次预防职务犯罪观

摩庭审活动 ! 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 " 他们还将有针对性地开展

这项活动 ! 在全县开展争创无

职务犯罪单位活动等预防工

作"

该 院 检 察 长 范 江 涛 说 '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向前一步

走 ! 职务犯罪就有可能退后一

步 ! 因此 ! 检察工作应始终坚

持查案不是最终目的 ! 只是方

法和手段 " 预防职务犯罪 # 无

职务犯罪才是我们的终极目

标+%

黔西南：
启动廉政教育巡讲活动
!

本报通讯员 石锦通

近日!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检察机关 $服务基

层 !联系群众 %教育宣讲团在黎

平县敖市镇举行教育巡讲活动

启动仪式! 黎平县委县政府#县

反腐败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负责人#敖市镇全体干部#村$两

委% 代表等共
,&

余人参加了启

动仪式"该州检察院副检察长张

黔伟作了首次法律宣讲!重点解

析了涉农涉林类职务犯罪及其

预防 "据了解 !该宣讲团的巡讲

将覆盖全州所有乡镇"

启动仪式上!还播放了该州

检察院精心制作的职能宣传幻

灯片及预防农村职务犯罪警示

教育片(溃堤的蝼蚁)!该片录制

了
!&&!

年以来全州检察机关查

办的部分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在

征地拆迁#社会保障#涉农惠民#

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职务犯

罪案例"

青岛城阳：
借助网媒助推预防

!

本报记者 卢金增

通讯员 王玉波 周海岩

近日!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

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副局长#检

察官刘涛做客城阳电视台(道德

与法制 )栏目 !为广大观众介绍

预防渎职侵权法律知识"

为充分借助当前新兴媒介的

传播优势! 助力预防文化建设大

发展!该院本着$关心您!保护您!

帮助您%的工作理念!搜集整理廉

政公益格言警句! 利用官方微博

不定期地刊登"同时!将预防职务

犯罪文化内容通过区干部网络在

线学习平台#城阳电视台(道德与

法制)栏目广为传播!使党员干部

随时学习预防文化! 增强自身免

疫力!预防职务犯罪发生"

南江：
预防实现私人订“制”
!

本报记者 刘德华

通讯员 岳仲秋

近日!四川省南江县检察院

针对近年来查办的多起发生在

该县卫生系统的职务犯罪案件!

为卫生系统量身打造了多项专

项预防制度!实现预防职务犯罪

私人订$制%"

这些制度包括!对卫生系统

职工及家属每月至少进行两小

时法纪教育&重大决策须经职代

会讨论 #班子集体决策 #卫生局

监督审批& 聘任
)&

余名特邀监

督员对医疗卫生单位进行全方

位监督! 收集群众关心的问题!

并督促其整改 "此外 !该院还通

过组织医疗机构负责人及重点

岗位中层干部旁听职务犯罪案

件庭审# 召开廉政教育大会#收

看警示教育片等方式!筑牢卫生

系统预防职务犯罪网络"

寻甸：“双微”查询获点赞
!

本报记者 肖凤珍

通讯员 李永定 马福春

近日 ! 云南省寻甸回族彝

族自治县检察院官方微博 # 微

信上出现多个网友留言 ! 为检

察机关通过 $双微 % 推出的行

贿犯罪档案查询便民高效服务

新举措点赞"

该院预防科干警介绍!针对

群众反映的在办理行贿犯罪档

案查询中!因为带的材料手续不

完备 !有时来回跑几趟 !甚至跑

了几百公里 $冤枉路 %的实际问

题 !该院研究制定了 (关于规范

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

意见)! 并迅速在寻甸县政务网

发布了(寻甸县人民检察院关于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须知 )!

详细告知了申请查询的单位必

须提交的材料及相关要求#查询

受理的管辖范围# 受理时间#方

式及检察院的具体地址#行车路

线! 并以平时开展的警示教育#

预防职务犯罪法制宣讲和举办

讲座等活动为契机!积极广泛宣

传检察机关开展行贿犯罪档案

查询的方式方法等" 在沿用传统

的查询专用电话#专用邮箱的同

时! 该院开通了专用官方微博#

微信!在 $双微 %中及时发布 #更

新查询须知!还将$双微%号发布

到政务网上!利用这一新兴媒体

方便快捷等优势!接受查询单位

和群众的咨询及提前预约"今年

!

月下旬以来!该院已接受行贿

犯罪档案查询
)$

件! 其中通过

$双微% 接受咨询和提前预约的

达
+*

人次"

南通崇川：“三个注重”打造人民防线
!

本报记者 徐德高

通讯员 季 萍 葛明亮

近日 !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

区检察院检察长钱国泉告诉记

者 ! 在构建预防职务犯罪人民

防线工作中 ! 该院突出 $三个

注重%! 取得了显著成效"

注重监督关口前移

崇川区是南通市主城区 "

近年来 ! 随着基础建设规模的

不断扩大 ! 职务犯罪预防涉及

的领域越来越多 " 去年以来 !

崇川区检察院先后参与了南通

大学城综合配套服务区 # 长江

路西延段等重点民生工程的预

防工作! 涉及资金
!*(#

亿元"

在南通大学城综合配套服

务区工程中 ! 该院专门成立了

由一名副检察长牵头的法律咨

询小组 ! 对项目建设中容易发

生的职务犯罪问题通过以案释

法的方式开展警示教育 " 从该

项目征用土地挂牌出让 # 项目

方案设计 # 建筑设计方案竞选

发布以及办理规划许可证#建筑

施工许可证 #资金融资 #规划设

计方案的变更等各个环节介入

监督 !并根据时序进度 !将易发

多发职务犯罪的环节!及时向项

目管理人员发出检察提醒" 与此

同时!该院预防部门每月及时跟

踪项目进展!将易发职务犯罪环

节及时向项目管理人员发出检

察提醒" 此举既有力地推动了项

目的顺利进行!又有效防止了职

务犯罪发生"

注重诚信体系建设

去年年初!该院成立了行贿

犯罪档案查询中心" 在专设的查

询服务区 !放置有 (行贿犯罪档

案查询指引) 和预防宣传资料!

查询人可以通过电子触摸屏及

时查看查询规定等内容" 该院还

开设了网上工作中心 ! 开通微

信 #

--

预约查询等便民举措 "

据统计!

!&$*

年以来! 该院共受

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申请
*!'+

批次!其中涉及被查询单位
#,)#

家!被查询个人
'%*#

人!同比上

升
+&(%$.

" 同时!进一步扩大查

询工作的覆盖面!与区财政局联

合下发(关于在采购招投标过程

中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

的通知)! 决定在全区政府采购

招投标项目中进行行贿犯罪档

案查询!有效维护了诚信的市场

环境"

该院预防部门负责人告诉

记者! 除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该院还注重预防调研" 如在查办

崇川区市场管理处端平桥市场

管理办公室窝案时!针对菜市场

管理中出现的侵害经营户合法

权益#影响民众$菜篮子%工程的

职务犯罪行为 !及时撰写 $检察

情况反映%! 在向区委区政府报

告的同时!也向发案单位提出了

针对性强的检察建议!推动了该

区市场管理部门迅速开展廉政

风险排查和防控活动"

注重营造廉政氛围

!&$*

年以来 ! 崇川区检察

院依托社区检察官工作机制 #

周末巡回法律咨询 # 检察官宣

讲团# 江海清风基层行等平台!

扎实有效地开展预防 $五进 %

活动 " 其中深入社区开展预防

教育和宣传活动
*'

场次! 受教

育人数达
*&&&

余人次! 累计发

放宣传资料和检民联系卡
!&&&

余份 ! 接受法律咨询
#&&

余人

次! 群众对预防工作的认知度#

参与度明显提升"

该院还建议区委区政府在

全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深入开

展争创预防工作先进单位和先

进个人活动&对全区预防职务犯

罪各成员单位职务犯罪风险点

排查防控工作开展专项检查!并

组织汇编(职务犯罪风险点防控

手册 ,教育篇 -)读本 !帮助他们

提升风险排查#防范管理水平和

勤廉风貌 &结合执法办案 !通过

召开重大典型案例剖析会#组织

参观警示教育基地#远程视频预

防讲座等方式! 在重点领域#行

业系统开展了一系列预防活动"

$如今! 系统和行业单位的

领导对预防工作的重视程度显

著提升"% 在今年年初召开的一

次联席会议上 ! 来自崇川区住

建 # 国税 # 教育等系统的与会

人员 ! 对崇川区检察院的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如是评价道"

警示窗
JINGSHICHUANG

!

赵宝仓 刘效金

今年以来% 天津市蓟县检察院积极为该县新城建设提供法律服

务&日前%他们与新城管委会联合开展+送法到新城(活动%并出台预防

职务犯罪文件%加大新城建设中征地*招投标*资金拨付使用等重点环

节预防力度&图为检察人员深入工地了解情况&

本报记者郭洪平 通讯员王平 霍丛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