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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缺失，“蚁贪”盯上学校餐厅采购

"

本报通讯员 张建银

洪 磊

通过
!"

年的努力!他从一

名厨师升任为高校后勤部门的

管理人员 "然而 !手握大权后 !

不断膨胀的贪欲却让他步入歧

途!最终走上法庭的被告人席"

近日! 经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

提起公诉! 华北电力大学 !北

京" 后勤服务集团国际交流中

心原副主任李克忠因涉嫌贪污

罪出庭受审"

开庭当日! 法院未对此案

当庭宣判"

%一步登天&后盯上公款

!##$

年! 只有初中文化的

李克忠成为华北电力大学 #北

京$的一名厨师%此后
!"

年间!

他通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从一

名普通厨师!走上了管理岗位!

于
"%%&

年起担任华北电力大

学!北京"后勤服务集团国际交

流中心副主任"

对于李克忠来说! 这样的

升迁可谓 &一步登天 '!不仅身

份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还掌握了主管国际交流中

心 &龙源阁 '餐厅 (掌控该餐厅

所有进货渠道的大权% 在采购

进货的过程中! 经手的公款让

李克忠心里发痒% 经过一番合

计! 他决定通过虚报的方式从

公款中&揩油'%

下定决心后! 李克忠直接

找到水产品供应商黄某和肉产

品供应商周某! 要求他们在送

货时虚报重量! 将虚报后套取

的公款再返给自己% 由于李克

忠掌握着供应商的选择权 !黄

某和周某不敢得罪他! 只得听

其指示行事%

根据学校财务管理的相关

规定 !各餐厅的 &采购计划单 '

上必须写明拟采购物品的种

类(数量和价格!以便月底结账

时! 与入库单上显示的实际进

货情况进行核对% 按照一般的

采购程序! 应当是先订好采购

计划!由库管(李克忠分别签字

后才能开始采购%但实际上!李

克忠&先斩后奏'!先进行采购!

等到月底结账时! 再根据实际

的入库单修改采购计划! 重新

填写财务要求的 &采购计划

单'! 再由库管和他本人签字!

用于报账% 而供货商将不足分

量的货物入库时! 李克忠也都

会知会库管! 对货物不足重的

情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拉同事下水形成利益同盟

通过虚报套取公款! 仅凭

个人之力难以为之! 李克忠决

定把餐厅经理冯某!另案处理"

拉拢过来%起初!李克忠只是轻

描淡写地告知冯某私吞公款的

意图! 冯某毫不迟疑地就应允

并积极帮助%之后!李克忠决定

用钱将冯某彻底&拉下水'%

"%!'

年年初!李克忠来&龙

源阁'餐厅找到冯某!对她说&你

给小周打个电话 ! 让他给入

&%%%

块钱的账! 钱拿出来先放

你那里%'冯某心领神会!明白他

的意思是要把钱给自己!因为李

克忠曾表示冯某挺辛苦!想给她

些补贴%随后!冯某便通过惯用

的虚报手段!经供货商周某套取

了
(%%%

元公款!供自己挥霍%至

此!李克忠便深信与冯某形成了

坚不可破的利益同盟%

"%!'

年
'

月! 李克忠的行

为被群众举报%初查过程中!昌

平区检察院侦查人员发现 !李

克忠银行账户中有频繁( 大量

的现金存入%对此!李克忠无法

给出合理解释% 经过进一步调

查(掌握了相关证据后!今年
!

月!该院对李克忠立案侦查%

在接受调查和讯问过程中!

李克忠始终拒不交代犯罪事实%

侦查人员便从冯某入手!很快寻

找到突破口%随着冯某对犯罪事

实的交代!让李克忠始终自信的

利益同盟瞬间瓦解%

监管不到位滋生腐败

检 察 机 关 侦 查 查 明 !从

"%%&

年下半年至
"%!'

年案发!

李克忠利用主管&龙源阁'餐厅

的职务便利! 采取虚开货单的

方式 &蚂蚁搬家 '!套取公款数

额达到
!'

万余元%

餐厅采购原材料本是一项

重要(长期的工作!也是餐厅支

出最多的项目% 任何餐厅对于

供货商的选择和原材料的采集

都应该严格程序(层层审批%但

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发现!李

克忠一人掌握餐厅主管的大

权!并未设置任何监督机制!这

是导致腐败滋生的重要原因%

检察官查明! 从
"%%&

年至

"%!'

年案发! 李克忠一直担任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后勤服务

集团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主管

&龙源阁'餐厅!而冯某也自李克

忠上任以来始终担任该餐厅经

理! 其间未曾有过任何人员调

整%在长期的合作关系中!二人

形成了互相&关照'的利益同盟!

各自利用手中的权力!达到虚开

货单套取公款的目的%由于缺乏

监督机制!使得二人的行为长时

间不被发现(不被举报%

此外!库管人员也是李克忠

套取公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没有库管人员称重时的放任和

采购单据上的签字!李克忠无法

顺利得逞%本案中!餐厅库管虽

多次更换!但无论谁担任库管一

职! 都为李克忠等人开了 &绿

灯'%究其原因!就在于餐厅对于

库管人员的选聘没有具体规定!

选聘程序十分随意!选聘人员整

体素质不高! 对其管理也不规

范%这些在无形中纵容并掩盖了

李克忠等人的贪腐行为%

检察官建议完善采购

流程严防%蚂蚁搬家&

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问

题!昌平区检察院建议!学校应

从以下几方面完善采购程序 )

一是规范市场准入机制! 对涉

及大额资金的货品启动严格的

供应商准入程序! 最终决定权

由决策小组成员民主集中决

定!杜绝&一言堂'现象%二是改

进采购流程管理技术%目前!学

校的采购流程乍看之下是层层

审批! 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太

多纰漏! 程序倒置的现象屡见

不鲜!&采购计划单'名存实亡%

对此!学校可以借助信息技术!

将采购计划通过电脑程序进行

录入!自动生成采购时间!防止

采购过程中倒签现象的发生 %

三是严格执行财务审核制度 %

学校财务部门是重要的内部监

督部门! 必须严格执行财务制

度 !做到账目齐全 !记账规范 !

负好内部监督的责任%

此外! 建立轮岗换位机制

可及时发现问题! 同时也规避

了资源被个人长期垄断的状

况! 可有效控制风险( 制约腐

败%同时!应加强对学校教职员

工的法制宣传教育! 重视一线

工作人员的素质培养! 形成遵

纪守法(抵制腐败的良好氛围!

以防止&蚁贪'们的再次出现%

不严格履职致有害猪肉流向市场
陕西三原：3名食品监管人员被审查起诉

本报讯"记者倪建军 通讯

员宋刚 $ 食品安全监管不力 !

致使有害猪肉流入市场% 近日!

陕西省三原县农林畜牧局原副

局长鲁勇(商务局原副局长郝平

吉(商务局生猪定点屠宰办原主

任赵建设被三原县检察院以涉

嫌食品监管渎职罪审查起诉%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王平军!已被判刑"先

后两次将注射有 &瘦肉精 '的生

猪通过罗宏义 !动检人员 #已被

判刑"(张奎华 !屠宰场场长 #已

被判刑"! 在三原县渠岸定点屠

宰场宰杀 %罗宏义 (张奎华两人

在检疫检验时!发现王平军宰杀

的生猪含有&瘦肉精'!仍徇私情

为其办理了生猪检疫检验的&三

章两证'! 致使部分含有 &瘦肉

精'的猪肉流入市场%

"%!'

年
$

月
'

日!公安部将

此案列为督办案件并移交最高

检%随后!最高检逐级将该案转至

三原县检察院办理%

"%!)

年
!

月

!)

日! 三原县检察院经初查!决

定对鲁勇(郝平吉(赵建设
'

人以

涉嫌食品监管渎职罪立案侦查%

结伙贩卖冰毒4万余克
重庆：一贩毒案主犯一审被判死刑

本报讯"记者沈义$ 经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提起公诉!该市

第五中级法院近日对袁顺强等人贩卖毒品一案作出一审宣判) 以贩

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袁顺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判处被告人秦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判处被告人易虹有期徒刑十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二

年! 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
'

万元! 并对查获的
)

万余克冰毒予以没

收%

'

名被告人均提出了上诉%

法院审理查明! 袁顺强与秦乐系狱友! 袁顺强通过朋友认识易

虹%

"%!'

年
$

月
!)

日!袁顺强为牟利!租赁房子存储冰毒(辅料各
)

桶!并购置了电子秤(塑料袋等对部分冰毒进行分装%为便于贩卖!袁

顺强又租了一处房子放置部分冰毒!还购置了工具对冰毒进行加工%

"%!'

年
(

月!袁顺强雇秦乐帮其贩卖毒品!先后
'

次安排秦乐将
!$%

克冰毒贩卖给易虹%

另查明!

"%!'

年
!!

月
!$

日!易虹为贩卖毒品给他人!向袁顺强

购买麻古未果!袁顺强即通过电话将此事告知秦乐%当日
!#

时许!秦

乐将
!%%

颗麻古以每颗
')

元的价格贩卖给易虹%

"%!'

年
!!

月
!*

日晚!公安人员将袁顺强抓获!在随后查获的
)

万余克冰毒中均检出

甲基苯丙胺!其中部分冰毒中甲基苯丙胺的含量超过
*%+

% 次日!公

安人员先后将易虹(秦乐抓获!并查获部分冰毒(麻古%

私排废水污染农田河流
江苏启东：一老板涉嫌污染环境罪被批捕

本报讯"记者徐德高 通讯员戴乐乐$ 因违法排放数吨未经处

理的电镀废水!致使周围农田和河流受到严重污染%

#

月
!%

日!江苏

省启东市检察院以涉嫌污染环境罪对张斐碧依法批准逮捕%

现年
$%

岁的张斐碧原系启东市一家光电模块厂老板%

"%!"

年

上半年!张斐碧因生产需要买下了启东市某电镀厂!但因污染问题该

电镀厂未投入生产% 今年
&

月下旬! 张斐碧为扩大光电模块厂的规

模!决定将弃用的电镀厂拆除!改建成生产厂房!遂雇人对电镀厂进

行拆除%拆除过程中!张斐碧发现电镀厂污水池内仍留有半池未经处

理的污水!自认为量不是很大!偷排到荒地里也不会被发现!于是就

将该想法告诉了工人%为防止污水流淌到荒地东侧河内!张斐碧还叮

嘱工人在排污时将出口管子多移几个位置!以便污水及时渗入地面%

(

月
'

日上午!工人沈某(孙某!均被取保候审"等人根据张斐碧

的要求!开始将污水池内的污水用水泵排至该厂东侧的荒地!因未及

时移动排污管出口位置!致使排出的污水来不及渗入地面!最后流淌

至东侧河内! 被污染水域的鱼虾因污水中含有的大量重金属和强酸

强碱而悉数死亡!后被周边村民发现%

经启东市环保局监测站取样检

验!被排出的污水内镍(铜(锌的含

量均已超过+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排放限值
'

倍以上%

姚雯
!

漫画

明知用于诈骗仍帮做“钓鱼网站”
河南邓州：批捕一起出售域名助人诈骗案嫌疑人

本报讯"通讯员赵博 卜霞$ 网络买卖域名(提供服务器是一

种商业行为%明知对方是利用假网站进行诈骗!还帮其进行维护!也

构成诈骗罪%近日!河南省邓州市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犯罪嫌疑人

蒋飞龙批准逮捕%

蒋飞龙是湖南省邵阳县一名自由职业者! 中专毕业后自学网络

计算机技术!后在网上销售域名(网络服务器%明知购买者购买域名

用于诈骗!仍提供域名(服务器!并帮助购买者制作(维护诈骗用的

-钓鱼网站'%

今年
)

月
"(

日!曹某的手机上收到一条中奖短信%短信称曹某

被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出彩中国人,栏目组后台系统抽取为二等奖

幸运用户并获得
!',(

万元的创业基金和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同

时!短信还提供了一个网址链接%曹某按网址链接登录网站后!依步

骤登记了个人信息%随后!曹某收到了-

)%%

'开头的客服电话确认了

曹某的中奖情况!对方要求曹某先缴纳手续费和其他费用!然后再领

奖%曹某先后通过银行向对方提供的账户汇款近
!#

万元后!对方承

诺给其寄发奖品!后无音讯%曹某再也联系不上对方!遂报案%

邓州市公安局立案后经侦查查明! 曹某登录的中奖网站系犯罪

嫌疑人吴日创.另案处理$实施诈骗的-钓鱼网站/!而该网站的域名(

服务器是他通过网络向蒋飞龙购买的!而且由蒋飞龙负责维护%邓州

市检察院审查后将蒋飞龙批捕%

检察官说法

邓州市检察院检察官张文波介绍$近年来$利用%钓鱼网站&实施

诈骗成为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其幕后的网络技术支持成为这一犯罪

有力的助推黑手'本案中$蒋飞龙虽然没有具体实施诈骗$事后也未分

得诈骗的赃款$但在明知吴日创购

买域名用于%钓鱼网站&实施诈骗

的情况下$ 仍为吴日创提供域名#

网站服务器$制作#修改#维护诈骗

网站的行为同样违法(

大连新机场“未批先建”蕴含巨大风险
"

王心禾

由于旅客吞吐量增长迅速$

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处于超负

荷运行状态$ 经过三期改造后$

运输能力预计在
"%!*

年左右达

到饱和(

"%!"

年年初$ 大连开始

兴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

新机场采取离岸填海的方式建

设$面积达
"%,(&

平方公里$工程

总造价初步估算约
"*'

亿元$建

成后能起降世界最大客机空客

-'(%

并成为世界最大的海上机

场(据媒体
"%!'

年
(

月报道称$

这个造价数百亿的新机场不仅

没有填海手续$立项都未获批!

#

月
!$

日人民网"(

建设中的大连新机场蓝图

壮美宏大$它的落成将为大连走

向国际增添一步不小的动力(然

而$这样重大的项目工程 $无论

未来多么美好$若没有一步步法

律程序的严格把关$那一丝一毫

的风险都可能让其化为乌有$甚

至酿造事故悲剧(为何这个造价

"*'

亿的项目能越过法律和责任

部门未批先建呢)根据目前信息

得知$大连现有机场已经最大程

度改造并接近饱和(看来新机场

建设是迟早的事情 $但 %迟早要

建&能成为%未批先建&的正当理

由吗)

按规定$我国填海建设的机

场项目审批流程是首先由国家

发改委正式审批通过$再经国家

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国

家海洋局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审

批(但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表示

%现在我并没有接触到这个项

目&( 对此$ 大连市发改委承认

%新机场项目还未上报&(而连新

机场沿岸商务区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的官网报道$填海
.

一期
/

试

验段工程于
"%!!

年
)

月就已开

工(目前%填了约四分之一$计划

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上半年填

完&( 既没在国家发改委立项审

批$也未经国家环保部和国家海

洋局环评审批$也没获得填海用

途的海域使用权证的%野&工程$

悄然开工长达三年多$至今竟未

被叫停$足见地方对上不依法申

报 $ 审批部门对下掌握信息不

足$审批职责的行使存在严重不

畅和上下脱节(

目前行政审批工作正经历前

所未有的改革$ 一些重要项目的

审批权交由下级行使$ 大大提高

了效率( 然而像大连新机场这样

的项目$因涉及金额大#海上建设

风险大# 建成规格高# 安全要求

高$理应按照现有报批要求推进(

专家表示$与陆地机场相比$海上

跑道更易出现裂纹* 海上机场的

造价可能是陆地机场的
"%

倍之

多* 且大连密集了
!%

个机场$空

域拥挤(面对这些风险$只有经过

严格的层层把关$ 才能对项目建

设可行性+建设规模科学性#投入

必要性和资金保障# 建设安全性

等诸多问题一一论证并作出一系

列预案( 即便存在吞吐量激增的

迫切需求$但与安全性比起来$孰

轻孰重并不难断(

大连新机场项目 $ 是不是

%世界第一&不重要 $是不是 %海

上最大 &也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安全第一 (冲动违规建设 $或会

为成千上万的旅客安全埋下隐

患$而越过现成的%保险&,,,依

法审批环节并不明智 ( 为了安

全$ 相关部门立即叫停工程$补

全申报资料$负责任地重新核实

所有安全要素十分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