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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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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云生整理

忏悔人! 田学军

原任职务! 江苏省荣军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正处级"

涉案罪名! 受贿罪

判决结果!

!"#$

年
%

月
&

日"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田学军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

个人财产人民币
!&

万元#

犯罪事实!

!""'

年
'

月至
!"()

年
!

月"田学军在担任江苏省荣军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期间"利用职务

便利"在荣军医院康复医疗综合楼项目!残疾军人慢性病疗养大楼项目的招投标及建设过

程中"先后
&

次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计人民币
(!"

万元$

新闻背景! 这是田学军在今年
*

月为滨湖区
(+,"

名机关干部现身说法时的录音整理稿

12年，我从“后备”变成了“前辈”，职务还是没动，心里就有了不平衡———

“认为搞点外快也是应该的”

当领导后渐渐忘了本

我是农民的儿子#父母亲在

地里辛勤劳作的情景在我的脑

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按说#

我应该好好继承他们质朴 %勤

奋 %诚实的优良品质 #可惜我没

有做到#我没有把它作为鞭策激

励我的一个动力$走上领导岗位

("

年后# 我渐渐变得脱离群众#

脾气见长 #私欲膨胀 #忘记了做

人的根本$

随着在领导岗位上时间的

增长 # 我在思想上也发生了变

化 #越来越不满足于现状 $我在

!"""

年左右就被列为副厅级后

备干部#可是到了
!"(!

年#我都

没有被提拔起来#我觉得自己已

经从&后备'变成了&前辈'$觉得

有些工作干得不如我的都得到

了升迁# 我却还在原地踏步#就

有了一些不平衡$我接手江苏省

荣军医院的时候#荣军医院面临

倒闭 $在我的努力下 #医院走上

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在一片赞扬

声中 #我变得自满和迷失 #认为

自己贡献很大# 得到的却不多#

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变得牢骚

满腹 # 认为搞点外快也是应该

的#甚至还觉得心安理得$

独断专行无人能管

我所在的荣军医院位于无

锡 # 远离上级主管单位江苏省

民政厅 # 直接监督的情况比较

少$ 我长期担任 &一把手'# 大

权独揽# 办事武断# 作风霸道#

听不进不同意见 $ 本来我们单

位有集体讨论和审批制度 # 由

于大家都知道我的坏毛病 # 所

以开会讨论 % 层层审批也只是

走形式 # 最终都是我一人说了

算 $ 在很多事情上我都是有章

不循 # 对符合自身利益的就执

行 # 不符合的就不执行 # 总认

为制度的设立是针对别人的 #

而把自己游离于制度之外 # 对

人严对己宽 $ 权力失去监督 #

制度就会形同虚设 # 这导致我

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我也参加过政治学习 # 了

解过报刊上的反面教材 # 看过

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片 # 每

年还在讲台上讲授廉政课 # 知

道收受贿赂是违法犯罪行为 $

但我好像是拿着手电筒 # 只照

别人 # 不照自己 $ 我的法制观

念很淡薄 # 总是心存侥幸 # 觉

得送钱收钱这种事只有两个人

知道 # 不会出事 # 还抱着一种

法不责众的心理 # 觉得很多人

都这么干 # 没多大事 $ 正是在

这种心态的驱使下 # 我受贿次

数越来越多# 胆子越来越大$

没有算好"三笔账#

这些天来#我对自己的行为

进行了反思#深深地感到对不起

党组织对我的培养$如果不出这

个事# 我的一生也是很光辉的$

我
(+''

年到扬州市五台山医院

工作#

(++*

年任院长#

!""!

年调

任省荣军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我
)+

岁就当上了正处级干部 #

还曾是扬州市党代表 % 政协委

员$党把我从一个农村小伙子培

养成一个处级领导#还给了我很

多光环$

再说我的经济收入#我享受

处级待遇#维持中等以上的生活

水平不成问题$组织上给我的政

治待遇和物质待遇与我的身份%

地位还是很适应的#我的一家人

足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贪图安

逸%盲目攀比#这山看着那山高#

终使自己待遇尽失#我对不起组

织#对不起家人$

我今年
&+

岁# 已经有了外

孙 $我的女儿 %女婿都在事业单

位工作#我妻子也是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我们原来的生活应当是

非常不错的#我也应该在家享受

天伦之乐#现在这一切都毁在了

我的手上 $走到这一步 #是我咎

由自取# 我现在只有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

我后悔# 我没有算好政治%

经济%家庭这三笔账$

被查处后觉得解脱了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现在

的结局# 是我一手种下的苦果$

可再苦的果子我也只能吃下去#

希望外面的人深刻吸取教训#不

要贪污受贿#要通过自己的劳动

合法取得收入#这样的生活才会

长久$

现在对于我个人来说#反而

是一种解脱$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把所有的问题都交代清楚了#

就没有了顾虑 #也不会再怕 &报

应'$如果这件事不解决#对于我

来说# 总是有一块心病放不下#

总会担惊受怕 %寝食不安 $俗话

说)做了亏心事#就怕找上门$所

以我觉得 #人不要贪 #不要自作

聪明 #一旦走上了这条路 #要回

头都很难 $其实 #我以前不是没

有这样想过#但从来没有像现在

这样深入地想过$如果早几年有

过这样的思考#这样的悲剧可能

就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不至

于在花甲之年还要面临牢狱之

苦$

所以#千万千万要自律$

$更多贪官忏悔详见正义网

'(()*++,,,-./01-/2&

%

德宏：
警示教育用上远程视频
!

本报特约记者 杨健鸿

通讯员 叶卫明

在烟草收购季即将到来之时"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检

察院预防处处长李兴明通过远程

视频系统" 给该州烟草系统工作

人员作了专题警示教育法制讲座$

面对济济一堂的德宏州香料

烟公司和保山%昌宁分会场的香料

烟公司干部职工"李兴明分析了职

务犯罪对烟草行业的危害"介绍了

烟草行业易发职务犯罪的罪名和

种类!原因及特点"并结合当地实

际提出了在烟草行业预防职务犯

罪的对策和建议$

讲座结束后"德宏州香料烟公

司副总经理王奕舟要求全体干部

职工充分认识预防职务犯罪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 增强拒腐防变能

力"坚决杜绝职务犯罪发生$

宿迁宿城：“三针疗法”筑牢预防堤坝
!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王宇 郭珍

&你们村委会的财务公开工

作做得很好"但是收支情况还需

要进一步细化''(近日 "江苏

省宿迁市宿城区检察院邀请
)

名区人大代表对该市洋河新城

洋河镇落实检察建议情况进行

跟踪回访时"

(

名人大代表对该

镇拦马村村支书说#

今年
!

月"该院在查办拦马

村原村支书受贿案过程中"发现

该村财务公开制度不健全"遂向

洋河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

'

月

!+

日" 洋河镇政府书面回复该

院"称已督促拦马村村委会完善

了财务公开制度%细化了公开举

措 #之后 "该院邀请
)

名区人大

代表前往该镇进行检察建议跟

踪回访"了解检察建议的落实情

况 #这是该院职务犯罪预防 &三

针疗法(中的&巩固针(#

该院检察长殷勇介绍"该院

于
!"()

年初推出的职务犯罪预

防&三针疗法("即&预防针(%&治

疗针(%&巩固针(#

&预防针(即&治未病(#去年

以来"该院以预防职务犯罪乡镇

行活动为抓手"建成由辖区各机

关单位%乡镇)街道 *!村 )居 *委

会组成的三级预防网格"并从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和预防志愿者

中选聘
&*

名预防网格工作者 "

组成预防宣教团"巡回开展警示

教育宣讲"&分类定制 (打好 &预

防针($

与此同时"该院以职务犯罪

案件查办为切入点"通过深入调

研!分析"找准发案症结"拿出切

实可行的建议良方"以检察建议

的形式帮助发案单位 &对症下

药(!堵塞管理漏洞"有针对性地

打好&治疗针($

为确保检察建议真正落到

实处 !取得实效 "该院建立了检

察建议回访跟踪机制 " 这也是

&三针疗法(中最重要的 &一针 (

+++&巩固针($该院发出检察建

议之后 "邀请区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对被建议单位进行跟踪回

访"了解被建议单位对检察建议

是否重视 "是否加以整改 "整改

效果如何"并提出进一步的整改

意见和建议$对于不重视检察建

议的单位"该院将通报其主管单

位"由其主管单位进行督促$

&三针疗法(实施以来"该院

宣教团开展宣讲
'%

场"受教育人

数
!-&

万余人" 向有关单位发出

检察建议
#'

份" 提出意见建议

*,

余条"帮助建章立制
&,

余项$

警示窗
JINGSHICHUANG

惠农资金“惠”了谁

!

卢辰 孔鼐

近年来" 国家不断加大支

农惠民力度"良种补贴!种粮保

险补贴!占地补偿!&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等" 让农民群众得到

了实惠$然而"河南省清丰县的

一些基层干部却起了歪心 "把

手伸错了地方" 使本该惠农的

财政资金&肥(了自家腰包$

补贴款&补#了干部

这几年" 清丰县为鼓励农

民发展辣椒产业化种植" 规定

对集中连片
!,,

亩以上" 且符

合一定条件的辣椒种植示范

方"给予每亩
!,,

元的补贴$

时任瓦屋头镇汉寨外村村

支书肖永岗觉得其中有文章可

做"便于
!,##

年
%

月将该村群

众自发种植的
)'$

亩辣椒申报

为辣椒种植示范方$ 为通过验

收"肖永岗与翟某!农业技术推

广区域站站长"合谋"由翟某负

责打听验收组验收的时间和组

成人员" 并出面帮助肖永岗送

&红包 (打点 "致使不符合验收

条件的这
)'$

亩辣椒通过验

收$事后"翟某向肖永岗索要了

#-#&

万元&操心费($

验收通过后" 肖永岗采取

让他人代签!代按手印的办法"

制作虚假承包合同
#$

份 "以

&肖永岗为土地承包人(的名义

申领补贴款$ 分管此项工作的

瓦屋头镇副镇长张某明知该示

范方非肖永岗种植! 土地承包

合同系虚假的情况下" 仍为其

提供帮助"大开&方便之门($事

后"张某向肖永岗索要
#-%

万元

&操心费($

就这样"一台由肖永岗&唱

前台(!翟某&跑龙套(!张某&居

幕后(的套取财政补贴资金&大

戏 (粉墨登场了 $最终 "

'-+%

万

元补贴款如愿以偿落入三人腰

包 $然而好 &戏 (不长 "群众举

报"检方介入"等待他们的将是

法律严惩$

奖金&奖#了支书

!,##

年" 时任大流乡魏庄

村村支书的陈红军在乡里开会

时"听说上级有 &一事一议 (奖

补资金的规定" 就想 &弄两个

钱" 将来随礼办事都方便($他

打电话叫村会计到乡财政所 "

二人把原本由县水利局挖河清

淤的项目"按&村级公益事业建

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 (填

报了资金报账申请审批表 !补

助资金审批表等" 并由乡政府

统一上报$

补助资金到位后" 因为乡

财政所只对施工方拨款" 不直

接给村里拨" 陈红军便找中间

人牵线搭桥" 联系到高某的工

程队" 利用其身份证和农民补

贴一折通"陆续将
&-)##

万元补

助资金取出$

!,#!

年" 陈红军又以同样

的手段 "通过申报 &一事一议 (

水渠修复硬化工程项目" 套取

财政奖补资金
&-)##

万元$这两

笔补助资金"除去修复渠道!缴

纳税款及饭费等支出外" 剩余

的
*-%

万余元被陈红军据为己

有$

让惠农资金真正惠&农#

清丰县检察院检察长裴大

伟说"肖永岗案!陈红军案并非

个案和孤例"近年来"随着中央

和地方对惠农资金投入力度加

大" 一些基层干部频频把 &黑

手(伸向惠农补贴款"造成国家

惠农政策在&最后一公里(发生

了 &梗阻 ("不仅严重侵害了农

民利益" 而且极大地损害了党

的形象和公信力$近三年来"该

院高度重视查办和预防涉农惠

民领域职务犯罪" 共查办此类

犯罪
)*

人"收到了&查办一案"

警示一片(的效果$

同时" 该院进行专题预防

调查" 总结了此类案件有审核

把关不严!内外串通勾结!缺乏

跟踪监督!政策宣传不到位!个

别村民主监督形同虚设! 村务

公开流于形式!&一把手( 独断

专行等特点" 向有关部门发出

检察建议" 并采取措施堵塞漏

洞"健全制度$一是对全县乡村

基层干部开展专题法制廉洁教

育"使之增强廉洁意识"筑牢思

想防线$ 二是严格项目审批审

核程序和责任追究制度" 严把

&第一道关口 ("不让 &带病 (的

项目蒙混过关$ 三是健全监管

机制"对项目审批审核!资金拨

付! 跟踪监督直至资金运行等

各个环节" 进行全程! 动态管

理 " 防止惠农资金被截留 !挪

用$ 四是加强基层干部尤其是

村干部管理"落实民主监督!民

主管理!民主理财等制度"健全

监督制约机制" 让村干部的权

力置于 &阳光 (之下 "坚决杜绝

&一把手(说了算和直接经管财

务等不正常现象$ 五是落实好

公示公开制度" 做到政策内容

公开!涉及人员公开!资金拨付

情况公开" 充分发挥农民群众

参与监管的作用" 切实让惠农

政策和资金真正惠及广大农民

群众$

武汉黄陂：
检察长为政协委员上课
!

本报记者 花耀兰

通讯员 刘胜祥

近日"在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

政协四届第三期学习培训班上"该

区检察院检察长王建中给参加培

训的区政协机关干部!区直单位及

街!乡镇!场部分政协委员!政协联

络委主任共计
#!,

余人上了一堂

专题预防课$

王建中以详实的数据分析了

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职务犯

罪案件呈现出的大案要案多!窝案

串案多! 高学历中青年干部多的

&三多(趋势"并分析了导致&三多(

现象的主客观原因"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预防对策和建议$

该区政协副主席魏益琨说"这

堂课为进一步增强政协机关干部以

及政协委员&两个意识(即法律底线

意识和程序意识" 不断提高政协委

员知法守法和依法履行好参政议政

职责"发挥了积极的预防作用$

巴中：
宣讲团走进区委中心组
!

本报记者 刘德华

通讯员 杨学兵 岳仲秋

近日"四川省巴中市检察机关

预防职务犯罪宣讲团走进恩阳区委

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以&关心您!帮

助您!爱护您(为主题"结合查办的

典型案例" 剖析职务犯罪特点和严

重危害"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预防建

议" 教育警示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

增强自律性"提升防腐能力$区委四

大班子! 区级各部门和乡镇负责人

等
!',

余人聆听了宣讲$

据了解"该市检察机关预防职

务犯罪宣讲团自
!,#)

年
&

月成立

以来" 先后到该市五县区机关部

门!教育系统!银行!建筑行业等开

展宣讲
##

场"接受教育
$&,,

余人

次"受到社会广泛好评$

新野：预防专项调查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

本报记者 吕 峰

通讯员 李征华 邓进林

&全县卫生系统经过全面整

改 " 不仅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的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得到

了规范高效使用 " 而且全县公

共卫生服务的规范度和满意度

也有了很大提高$( 近日" 河南

省新野县卫生局局长王勤文向

该县检察院反馈情况时说$

自
!,#,

年以来" 新野县检

察院共办理发生在当地医疗卫

生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
'

件
##

人" 其中
!,#)

年
)

件
'

人$ 该

院分析 " 作为医疗卫生体制改

革重头戏之一的国家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自
!,#,

年在新野

县启动以来 " 国家已累计投入

资金
*!!!-%#

万元$ 该项目执行

情况如何 , 是否存在职务犯罪

现象呢 , 为此 " 该院于今年
$

月组成调查组 " 先后深入承担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及部分群众家中 " 对

该项目执行情况展开了专题预

防调查$

在对某乡镇卫生院的调查

中 " 调查组发现 - 该卫生院公

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支出账目

中竟有
##-)&

万元的疫苗款$ 开

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所需要的

疫苗是国家免费发放的 " 为什

么会有购买疫苗款的开支呢 ,

原来 " 该卫生院购买的这批疫

苗是二类疫苗 " 根本不应该在

专项补助资金中开支 $ 调查组

还发现 " 该卫生院在支出专项

补助资金时严重违反有关规定"

不仅用专项补助资金购买医疗

设备 ! 支出招待费等 " 而且巧

立名目滥支乱支 $ 此外 " 还存

在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 ! 重点

人群随访记录 ! 孕产妇及新生

儿健康管理等数字不同程度掺

有水分以及服务严重缩水等问

题 $ 而且 " 这些问题在全县相

当一部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

存在$

为此 " 该院向该县卫生局

制发了检察建议书 " 提出了严

格规章制度 ! 落实规范权力运

作 ! 完善监管体系确保无缝监

管等六条建议 " 并督促尽快整

改 $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 " 该县

卫生局高度重视 " 立即召开党

委会研究落实 " 在成立检查组

进行拉网式检查的基础上 " 针

对存在的问题限期整改 " 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 " 并及时完善了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 .责任追究办法/ 等

'

项规章制度" 抽调
#&

位医疗

专家组成了公共卫生服务技术

指导监督小组 " 同时向社会公

布了举报电话 " 主动接受社会

各界监督$

抚宁：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
!

本报通讯员 温明卓

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中"河北省抚宁县

检察院采取四项措施"进一步健

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和权力运

行监控机制"有效地强化了自身

监督$

编制目录流程 $ 该院对各

内设机构的检察职权重新进行

梳理归纳" 科学编制职权目录"

绘制权力运行流程图 " 规范运

行流程 " 做到职位明确 % 权责

清晰 % 程序规范 % 管理科学 %

监督有力$

评定风险等级$ 通过自查%

群众评议% 组织审定等程序"查

找权力行使%制度机制和思想道

德等方面存在的廉政风险"按照

风险发生的概率大小或可能造

成的危害程度评估廉政风险$

制定防控措施$针对廉政风

险点和风险等级 "制定了 .廉政

风险等级目录/ 及廉政提示卡%

警风警纪月督导等防控措施"对

不同等级的廉政风险实行分级

管理 %分级负责 "填写廉政风险

防控登记表 " 在一定范围内公

开"自觉接受监督$

建立预警机制$制定了廉政

风险防控预警与处置机制实施

办法" 全面收集廉政风险信息"

定期进行排查分析 % 研判和评

估" 对可能引发腐败的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进行风险预警$

广州海珠：推行社区“数码预防模式”
!

本报记者 钟亚雅

通讯员 杨宇亮 孙麒

今年以来"广东省广州市海

珠区检察院结合数字触屏查询

机%

./0

电子显示屏% 智能手机

等载体" 在辖区
(&

个示范社区

推行 &数码预防模式(" 营造了

&人人知廉% 人人倡廉% 人人守

廉(的社会氛围$

&社区就是一个小社会 "把

社区小预防做好了"全社会的大

预防也就做好了$ 数码预防就是

要发挥无处不在的电子智能载

体的作用"通过增强互动性和趣

味性 " 让廉洁文化渗入居民生

活$ (该院综合预防科科长陈菲

影介绍说$

该院在
(&

个示范社区的居

委会内放置了数字触屏查询机"

预装了检察业务资讯 % 廉洁社

区 % 办事指南 % 最新公告 % 举

报热线等栏目 " 供居民快捷查

询社区事务和检察业务 $ 开通

了犯罪预防微信平台 " 每日向

社区群众推送新近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典型案例% 法律小知识%

检察官提醒等检察服务信息 $

制作官方网站二维码名片 " 并

印制在数字触屏查询终端 % 警

示教育宣传栏 % &检民联系服

务卡 ( 上 " 群众通过手机扫描

软件就能快速连接到该院的互

联网 " 获取需要查询的信息 "

并进行法律咨询和网上举报 $

该院还在公园% 商业购物广场%

地铁站内 % 大型居民小区的

./0

显示屏上巡回播放廉政动

漫 " 扩大廉政教育受众面 $ 一

位社区里的阿姨告诉记者 -&现

在的年轻人都喜欢上网 % 玩手

机" 检察院用这种方式做预防"

真是找对了路子$(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吉林省延吉市检察

院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迎来了大批学习参观者$ 截至目前#该

基地共接待参观者
))

批
('+"

余人#发放*吉林省预防职务犯罪条例+

&&"

余本$图为近日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中层以上干部
$"

余人到

该基地接受警示教育$ 董延生 宁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