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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贿款交存下属单位仍构成受贿
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受贿案争议焦点二审有定论

"

本报记者 吴贻伙

安徽省高级法院就该省萧

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受贿案

!本报曾多次报道 " 近日作出

终审裁定 ! 驳回毋保良的上

诉 "维持原一审以受贿罪判处

其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的判决$

随着这一刑事裁定的作

出"官员收受贿赂后"不是将贿

款上交财政账户或者纪检机关

的廉政账户" 而是交存于下属

单位予以处置的行为是否属于

受贿行为"也终于有了定论$

收了
"&'(

万 %交 &了

"%((

万

今年
!

月
!"

日"合肥市中级

法院就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

定"

!##$

年至
!#%!

年间" 毋保良

利用担任萧县副县长%县长#县

委副书记# 县委书记等职务便

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作调

动及职务# 职级调整等方面谋

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

计人民币
%&'()!

万元#美元
")!

万

元#购物卡
')"

万元以及价值
$)*

万元的手表一块" 款物合计人

民币逾
%(##

万元&

在作出上述认定的同时 "

合肥市中级法院另外还查明 "

从
!##'

年
%!

月起"毋保良将部分

受贿款项交存到萧县招商局和

萧县县委办公室存放& 存放在

该县招商局的款项合计
!$

笔共

%*'!)!

万元"其中
%%#!

万余元用

于工业园钢构厂建设"

%+"

万元

用于退还几名行贿人" 还有用

于会务费%烟酒餐饮费%过节补

助等等"尚有余款
(#

万余元& 存

放在该县县委办的受贿款物包

括人民币
!!&)%

万元%美元
")!

万

元 %

$$

张购物卡 %

$

块金条以及

手表 %项链 %戒指等贵重物品 &

这其中
$%

万元用于退还几个行

贿人"尚有余款
%(+)%

万元&

毋保良供述称" 将行贿人

所送钱物交到县招商局和县委

办存放的标准分三类情况 !一

是有明显利益诉求且可能违背

原则的' 二是一次送钱数额较

大的' 三是送钱人为交往比较

少且口碑不好容易翻脸的&

据介绍" 毋保良将钱款存

放在上述两处后"均单独建账"

支出需经过毋保良同意" 知情

范围很小&

是%依法上交&还是受

贿既遂后的一种处置

!#%$

年
&

月
%"

日" 合肥市中

级法院开庭审理毋保良涉嫌受

贿一案& 庭审中"毋保良将
%&##

多万元贿款交存于下属单位 "

且大部分用于工业园区建设及

公务开支的行为是否属于受贿

问题" 成为控辩双方争议的焦

点问题&

毋保良的辩护人认为 "收

受贿赂分为两个阶段"收是(拿

到 )"受是 (占为己有 )"毋保良

的这些交存款项仅仅是 (拿

到 )"而没有 (占为己有 )"且交

存后也开具了收据" 其中
%%##

万元左右还用于公务支出 "因

此不能认定为受贿" 应从指控

的受贿总额中予以扣除$

针对这一辩护意见" 公诉

人指出" 毋保良所交存的钱物

均存放在自己下属单位" 且与

自己关系较近" 钱物知情范围

小" 钱物的支出均由毋保良控

制"支出均没有经过相关财务"

产权不明" 很多支出明显带有

违反财经纪律的性质" 个人消

费色彩浓厚" 依法不应视为刑

法意义上的上交" 不影响其受

贿行为的性质" 但可以作为一

个量刑情节"酌情予以考虑$

对于这一争议焦点" 合肥

市中级法院此后在一审判决中

有比较详细的分析$ 一审法院

认为"从对上交款项的支配%处

分权方面来看" 该钱款的使用

必须经毋保良决定或同意 "毋

保良并未丧失对钱物的控制

权' 从其收受及交存的数额来

看"收受与交存数额不成比例'

从交存的动机%目的来看"毋保

良交存的钱物主要属于数额较

大% 请托事项难以处理及行贿

人口碑不好等三种类型" 对于

其交存行为" 知晓人员范围极

小" 毋保良主观上仍抱着占有

钱款的侥幸心理$ 所以"毋保良

将部分收受钱物交存于下属单

位"并非法律规定的上交行为"

而是犯罪既遂后对赃款的一种

处置行为"依法应认定为受贿"

但量刑时可酌情考虑$

鉴于毋保良具有自首情节"

案发后积极退赃"犯罪所得主要

用于公务等具体情况"可对其从

轻处罚$一审法院据此以受贿罪

判处毋保良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

万元" 受贿所得赃款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终审裁定! 贿款交存

下属单位行为不属于 %依

法上交&

一审宣判后" 毋保良不服

提出上诉$ 其上诉的理由也主

要是
%&##

多万元该不该认定为

受贿$ 毋保良提出"自己没有占

有交至招商局% 县委办以及其

他单位的款物意图" 故应认定

为依法上交" 应从受贿数额中

扣除' 现并无证据证明上交款

项与收受款项不能对应" 及时

上交并非为了掩饰犯罪" 对款

物的监督使用并非控制" 一审

判决认定该行为系犯罪既遂后

对赃款的处理不当$ 综合其他

上诉理由" 毋保良认为一审对

其判处无期徒刑明显过重 "请

求依法改判$

安徽省高级法院受理该上

诉后" 依法组成合议庭" 经过

阅卷" 讯问上诉人% 听取辩护

人的意见" 认为事实清楚" 决

定不开庭审理$ 二审在审理中"

依法进行了全面审查" 对一审

判决认定的事实及所列证据予

以确认$

今年
'

月
"

日" 安徽省高级

法院就此案作出刑事裁定$ 该

裁定针对毋保良的上诉理由及

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了逐

项评判$ 其中对于毋保良及其

辩护人所提出的毋保良交存于

萧县招商局% 县委办的款物不

构成受贿的意见" 二审裁定花

了较长篇幅进行了分析$

该裁定认为" 从受贿罪的

犯罪构成看" 受贿罪侵犯的客

体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

为的廉洁性" 国家工作人员只

要具有受贿的故意" 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

实际收受他人财物的" 即应认

定为受贿既遂$ 至于受贿人对

赃款%赃物的处置"系自由行使

处分权的结果" 并不影响受贿

犯罪的认定$ (两高)*关于办理

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意见+中关于(国家工作人

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

或者上交的" 不是受贿) 的规

定" 是针对实践中国家工作人

员主观上没有受贿故意" 但客

观上收受了他人财物" 并及时

退还或者上交" 并非针对受贿

既遂后退还或者上交的情形&

就本案所查明的全部事实

而言" 毋保良均具有受贿的故

意" 并为他人实际谋取或承诺

谋取利益& 同时"从毋保良收款

交存于招商局# 县委办款项的

统计#对比来看"所交款项部分

源于本案所查明的受贿事实和

非法礼金" 部分并不在查明事

实之列" 而是源于其他非法收

入&

此外" 该裁定还从该交存

款物涉及的部门# 知情范围以

及处分情况角度评判认为 (能

够证明毋保良受贿故意及心存

侥幸 )& 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

面! 一是交存款物的部门既非

纪律检查部门" 亦非廉政专用

账户"而是毋保良主管#便于控

制的招商局和县委办& 二是知

情者极少且知情内容有限 "毋

保良通报相关情况均系迫于压

力& 毋交存款物时"并未言明款

物来源及性质& 三是毋保良对

交存款物具有绝对的控制 #处

分权& 交存款物的支取"必须经

过毋保良的同意或安排" 如用

于工业园区建设# 退还其他社

会人员等&

综合上述情况" 二审裁定

认为"毋保良在近十年时间里"

连续收受百余人所送的巨额财

物" 仅将部分款物交存于招商

局#县委办"并非属于(两高)所

规定的 (及时退还或者上交)"

而是借此混淆视听#逃避查处&

包括该项评判在内" 二审

裁定认为毋保良的上诉理由及

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

立"依法不予采纳& 同时认为一

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

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遂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卫生计生系统!

领导到医院体验普通患者的就医经历
为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就医

热点难点问题" 进一步提高全区医疗

卫生和计生工作的服务质量" 提升群

众对医疗卫生计生服务的满意度 "

*

月
%*

日下午"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卫

生和计划生育局在西乡街道桃源居社

区举行(医德如水)服务质量大提升活

动启动仪式&

仪式上"来自宝安区卫计系统
%&

家医疗卫生计生单位代表" 庄重地向

市民宣读了优质服务承诺书!(医德如

水"感恩同行"接受建议"真情沟通'群

众路线"上下联动"医患同心"社会满

意,,)他们向社会承诺!以服务群众

为中心 " 以保证医疗质量为生命 &

活动现场还竖起了这
%&

家单位的展

板"展板上列明了在(百日行动)中的

%&#

项整改措施清单"供市民监督&

宝安区卫计局主要负责人表示"

人民群众对 (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和

计生服务)的期盼"是该区卫计系统的

奋斗目标& 宝安区卫计系统各单位一

定会把群众期盼转化为源源动力"为

市民提供更多更好更优质的医疗卫生

和计生服务&

启动仪式结束后" 宝安区第一批

临床首席专家#候任临床首席专家#名

中医等现场为市民义诊& 有市民说!

(有这么好的医生为大家提供义诊服

务"非常难得&)现场看病#咨询的市民

络绎不绝&

据了解" 此前宝安区卫计系统已

经开展了多场名中医进社区巡回义诊

活动" 市民们把这些活动形象地称为

(百姓家门口的免费医院)&

自今年
$

月宝安区卫计局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 全系

统各单位不折不扣完成各项 (规定动

作)"同时创新开展多项(自选动作)"

把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贯

穿到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并取得阶段

性成效&

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宝

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领导班子成员

到医院开展 (我是一名患者) 体验活

动"了解体验看病难的实际情况"并确

立就医难题开展破题攻坚"引进人才#

学科建设"实施(名医#名院#名科)(三

名)工程等"多措并举积极回应人民群

众的迫切期待&

在下阶段工作中" 宝安区卫计局

将继续狠抓服务质量"各单位在窗口#

大厅#门诊部#住院部推行多项便民利

民措施"服务好患者和办事群众"改善

群众看病就医体验" 提高群众对医疗

卫生服务的满意度& 面对面#心贴心#

实打实的医患沟通" 必将增进医患之

间的理解"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使市民

对医疗卫生计生工作更满意 # 更放

心&

,

孟继刚 胡莉
-

!

水果界举办聚会#唯独葡萄没来#大家都问$%葡萄呢&'结

果角落里传出一个声音$%今晚它不来了#葡萄牙疼('

!

美国队前锋邓普西开场仅
$!

秒便成功将球攻入加纳队大

门#成就了巴西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快进球(这粒进球虽然激动

人心#但在世界杯决赛阶段最快进球史上只能排在第四(世界杯

决赛阶段进球最快的纪录是
%%

秒#是由土耳其队队长哈坎)苏克

在
!##!

年与韩国队争夺世界杯第三名的比赛中打入的(

!

德国和葡萄牙比赛#裁判$*那个用头撞人的#你过来#你叫

什么&'佩佩$*呸+呸+'裁判$*红牌滚粗+'

!

阴雨绵绵的早晨#叔儿总结一下昨晚比赛的技术$德国队

的阵法是
%#

号踢#

%#

号踢完
(

号踢#

(

号踢完
%%

号踢,葡萄牙队

的安排是$

.

罗踢#

.

罗踢#

.

罗踢完
.

罗踢#

.

罗踢完还是
.

罗

踢#

.

罗罗#

.

罗罗#

.

罗罗
.

-罗
.

+!踢到最后情不自禁唱起

来"--

!#%$

年
&

月
%"

日#毋保良受贿案一审开庭.图为庭审现场.

本报记者吴贻伙摄

隐秘而伟大
四年前的朝鲜# 四年后的克

罗地亚# 都在王者巴西面前有个

不错的开始.但最终#还是败下阵

来./诗经)大雅)荡0中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说做人1做

事没有人不想好好开始#但很少有人最终取得好的结果(这话看

起来就像是专门说给朝鲜和克罗地亚听的222鲜!朝鲜"1克!克

罗地亚"有终嘛+

但在世界足坛上#朝鲜和克罗地亚#都属于隐秘而伟大的类

型.朝鲜的隐秘#来自星星的金秀贤在电影/隐秘而伟大0中演绎

得可谓淋漓尽致,至于克罗地亚#

%((!

年南联邦解体获得独立后#

外界只知道这个国家位于经常在国际政治中扮演微妙角色的巴

尔干半岛#至于其他#同样所知甚少.而朝鲜和克罗地亚这两个国

家的伟大在于#他们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惊艳了世界$

%(''

年#朝

鲜击败意大利进入八强#最终在
$

比
#

领先的情况下被尤西比奥

的葡萄牙逆转,

%((&

年# 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克罗地亚一路过关斩

将#最终获得季军.

两支隐秘而伟大的球队#在最近两届世界杯上#让捧起大力

神杯次数最多的巴西多少有些狼狈.在克罗地亚缺席的南非世界

杯上#朝鲜人用钢铁长城让桑巴足球一筹莫展.如果不是麦孔那

粒如有神助的零角度破门# 巴西人也许最终都找不到破门办法.

打破僵局后的桑巴军团眼中滚动的泪水足以表明#他们经历了一

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四年后朝鲜缺席的世界杯#克罗地亚人逼得

马塞洛打入了乌龙球#如果不是日本裁判帮了忙#巴西人同样未

必能笑到最后.

其实与朝鲜和克罗地亚相比#充满了反差的巴西同样是个隐

秘而伟大的国度.在这个国家#热情与冷酷并存#信仰与杀戮同

在.在电影/上帝之城0中#你会发现#在里约的贫民窟#如果你选

择做一个平民#就相当于选择了等待被抢劫,如果你选择做一个

劫匪#那就相当于选择了等待被枪杀.说不出哪种选择更好#但在

弱肉强食的国度里#很多人选择了后者.这样的选择#足以表明巴

西人对于冒险1刺激与疯狂的追逐.有了如此不可禁锢的活力#他

们才在通行丛林法则的大地上生存下来.

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0中#王宝强饰演的*三儿'不愿意在农

村老家平庸地生活#因为听不到枪响#他就没有存在感.而对于巴

西人来说#以活在当下为主题的狂欢节足以表明他们一刻的完美

胜过一生完好的心态.所以巴西是一个可以将无望的生活过得很

美好的国家# 是一个擦鞋的小男孩也可以成长为总统的国家.只

要激情在#梦想就不会走远#这就是隐秘而伟大的巴西精神.

对于巴西人来说#外界的一切#无论公平与否#都不重要.重

要的是自己要强大.所以#那些从贫民窟一路踢出来的球星#可以

遍布全球,所以#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巴西人捧杯次数最多,所以#

巴西成为让足球人向往的国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输给巴西

的朝鲜和克罗地亚# 纵使遭遇了不公# 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同

样是隐秘而伟大# 掌握了 *快乐足球' 真谛的巴西人活得更加

生动. 不同的生活态度#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最终能走多远#或者

说辉煌多久-- "读者来稿$

"

王继洋

冷静理智的乘客是怎样炼成的
"

张伯晋

'

月
%'

日下午#武汉地铁
!

号线宝通寺站#许多乘客争相跑

出车厢 #恐慌性逃散 #多名乘客

在拥挤中受伤#一些乘客遗失物

品.事发后有网友称 #车上疑似

发生砍人事件.经记者核实#*砍

人'一说实属谣言 .实为两男子

因抢座发生纠纷继而产生争斗#

车厢内乘客纷纷躲避 # 形成恐

慌.目前 #警方已控制
%

名当事

人# 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中.!

'

月

%+

日楚天都市报"

这已经是本月武汉地铁上

演的第二起类似事件.第一起恐

慌事件起因不同#但造成后果并

无二致.

'

日晚#在武汉地铁
!

号

线上#一名女子按动车上紧急对

讲机报警 # 称车上有人持刀抢

劫#引发全车乘客恐慌 .警方调

查后表示# 该女子报的是假警#

将对其严肃处理.

分析这两起恐慌事件#有不

少相似特征$一是都发生于下午

*

点至
&

点这段晚高峰时间#乘

客人流相对密集,二是都发生于

地铁车厢之内#空间相对狭小封

闭,三是都引发乘客集体恐慌性

逃避 .由于时空上的特性 #事发

时乘客对外界危险的认知 1评

估能力受限 # 一旦出现 *砍人

啦'之类的谣言 #难免随大流逃

避 # 这也是趋利避害的天性使

然.令人欣慰的是 #第二起恐慌

事件中有亲历者大喊 *冷静 '#

得到网友点赞.

面对真假莫辨的危险#冷静

面对 1 理性分析是最难得的品

质. 冷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

是对他人 1对社会负责 .武汉地

铁工作人员提醒公众#遇到紧急

情况#请不要慌乱 #沉着冷静应

对#通过站台的紧急按钮通知站

务人员#*做一名冷静1理智的地

铁乘客'. 警方更表示#*如果当

时乘客冷静#不造谣生事扩大事

端#也许就不会引发恐慌.'

然而 #一名冷静 1理智的乘

客是怎样炼成的& 在笔者看来#

除乘客的个人心理素质之外#国

家和社会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和义务#应向公民提供公共场

所应对恐慌事件的相关教育和

帮助.

一方面#各地政府不妨通过

立法的方式#将公共安全及危机

事件应对教育纳入政府的*责任

清单'#每年定期开展教育.让老

百姓心中明白*遇事怎么办'#才

能避免无知造成的恐慌.如果平

时缺乏宣传教育或 *走过场'应

付了事#出事儿时指望人人保持

冷静#无异于痴人说梦.

另一方面#重点区域需加强

管理服务力度.在第一次恐慌事

件发生后#政府有关部门是否及

时进行宣传教育#疏导公众紧张

情绪 # 并加强车厢里的巡逻执

法#提高地铁站内见警率 #增强

老百姓的安全信心&假若如是做

了#第二次恐慌事件也许能够避

免发生.

公共安全#是社会活动正常

进行的基本保障 # 事关百姓福

祉.如何保障公共安全 1防范非

理性恐慌&提升公民个人素质固

然重要#但是强化政府和社会的

管理服务水平才是根本#切不可

本末倒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