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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财政所长涉嫌贪污。如何在100余册记账凭证中找出变造的完税证？

电子取证显神通
!

贺庆军

!"#$

年
%

月
&

日!江苏省泗阳县

检察院会同财政"监察"税务等部门分

头深入该县
!!

个乡镇!实地检查乡镇

税源台账和财经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检查反馈的情况令人满意! 所有乡镇

均未发生违反财经管理制度现象#这

是该院连续第二年会同相关部门对乡

镇财政工作情况进行检查$ 这项联合

检查工作之所以得以坚持开展! 还是

源于一起%全市反贪第一案&的查处$

三张假票据 百万公款不翼而飞

!"'(

年
)

月的一天深夜!泗阳县

检察院案件讨论室内依旧灯火通明!

该院反贪局干警正对当天下午收到的

县财政局反映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讨

论$ 原来! 财政部门在当年全县税收

大检查行动中发现! 裴圩镇为了完成

税收任务! 存在空转税收的现象! 也

就是将镇财政资金以入库税收的名义

申报纳税! 待地税局开具现金完税证

后! 再将完税证复印件入账! 之后向

县财政局申报返还税款$ 更为严重的

是! 该镇有高达
'"'

万元的公款不翼

而飞$ 通过初步检查! 该镇
!"'!

年

记账凭证中有三张现金完税证可能系

他人变造$

'"'

万元! 对于一个苏北地区普

通乡镇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额$ 公款

不翼而飞! 其中必定存在职务犯罪行

为!该院当即决定初查此案$通过线索

研判分析! 变造完税证的犯罪嫌疑人

极有可能是镇政府负责税收的工作人

员$经过研究!决定从假完税证入手!

查清票据流出部门! 进一步锁定嫌疑

人$围绕这一思路!反贪干警展开了秘

密调查$在走访中!镇政府领导承认该

镇确实存在空转税收问题! 但从未有

过变造完税证复印件的行为$ 该镇每

月支出空转税的资金达到数百万元!

按照规定! 现金完税证原件应当交纳

税人! 镇财政所只能将完税证复印件

入账! 而所有的完税证复印件都是经

过时任裴圩镇财政所所长郝嘉伟之手

处理$

侦查人员在调查中还得知! 郝嘉

伟一直有赌博的恶习! 平日里出手阔

绰!牌场上输赢很大!他的收入水平根

本满足不了他的高消费水平$ 侦查人

员遂将郝嘉伟列为重点嫌疑对象$

十日内突破 电子数据锁定目标

案件侦破至此! 最大的难题便是

如何迅速在该镇财政所
'""

余册记账

凭证中迅速查找出变造的完税证!并

通过完税证查清操作流程!寻找证人!

固定相关证据! 为下一步侦查工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 此时如果依靠税务部

门逐页核对票据! 会极大地浪费办案

资源! 犯罪嫌疑人也有可能转移或销

毁证据$

该院检察长谢兆宝当即决定!动

用该院 %电子取证技术侦查小分队&$

技侦干警从税务部门调取了当年全县

税务登记基本信息数据! 同时将裴圩

镇记账凭证中的所有现金完税证票号

录入数据库! 经过对数据库进行分析

比对! 没多久便准确地筛选出该镇记

账凭证中以张传光等人名义纳税的三

张完税证复印件系变造$

侦查人员迅速找到张传光等人!

询问变造完税证的相关情况$经了解!

裴圩镇财政所操作空转税收时! 曾将

财政资金转入一些税收代征员的个人

银行卡!再由他们转入地税部门账户!

拿到地税部门出具的完税证后再交到

镇财政所长郝嘉伟手中! 这些税收代

征员也均证实这一行为系镇财政所长

郝嘉伟一手安排$

这时! 裴圩镇财政所长郝嘉伟利

用职务便利!非法变造现金完税证!套

取财政资金的事实已水落石出$ 在掌

握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侦查人员

制定了缜密的讯问方案! 次日即将郝

嘉伟传唤到案$

此时的郝嘉伟虽然表面上配合侦

查人员工作!却始终心存侥幸!坚称自

己没有任何经济问题$ 侦查人员对他

耐心细致地讲明法律和政策! 选择合

适时机! 抛出证人证言$ 面对这些证

据!郝嘉伟默不作声$侦查人员趁热打

铁!随即出示记账凭证"变造完税证复

印件和银行交易记录! 终于突破了郝

嘉伟的心理防线$

据郝嘉伟交代! 其在担任财政所

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以张传光等人

的名义! 多次变造地税局现金完税证

复印件入账 ! 套取镇政府入库税款

'"'

万余元!用于偿还个人贷款"赌博

和日常消费$

还有十二张 深挖线索扩大战果

从
'%%*

年起便从事财政工作的

郝嘉伟! 凭着一股冲劲儿和踏实肯干

的精神! 深得领导赏识 !

!+'"

年他

被任命为裴圩镇财政所长$ 谁也没料

到! 意气风发的他此时却染上了赌博

的恶习! 整天都扑在牌场上! 人也愈

发消沉$ 为了满足赌博和高消费! 输

光家产后! 他最终将黑手伸向了镇财

政资金$

虽然郝嘉伟对已查明的案件事实

供认不讳!但侦查人员敏锐地感觉到!

可能还有犯罪事实没有被挖掘出来$

这三张变造的完税证均是在
!"'!

年

期间入账的! 而此前郝嘉伟担任镇财

政所长已近两年时间! 以前他是否也

采取过这种手段贪污公款' 一个合理

的疑问在侦查人员心头冒出$

接下来! 侦查人员又对郝嘉伟任

职期间的所有财务账册进行筛查!果

然又发现
'!

张变造的现金完税证复

印件!涉案税款居然达到
'"!

万余元$

侦查人员从银行调取这
'!

张变造的

完税证的结算"转账记录$面对这些证

据!郝嘉伟彻底放弃了侥幸心理!交代

了其利用职务便利!先后
'*

次变造现

金完税证复印件入账! 贪污镇政府入

库税款
!"(

万余元! 用于偿还个人贷

款"赌博和日常开销$

高达
!"(

万元的涉案金额让侦查

人员也吃了一惊$ 一个小小的镇财政

所长竟然贪污了如此之巨的公款!这

在当地历史上是罕见的$ 该案也是当

年全市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涉案金

额最高的案件!被称为%当年全市反贪

第一案&$

!"'(

年
''

月
!*

日!泗阳县法院

以被告人郝嘉伟犯贪污罪! 依法判处

其有期徒刑九年! 并处没收财产
!

万

元$ 一审判决后! 郝嘉伟表示认罪服

判! 侦查人员又经过多次谈心谈话工

作!敦促郝嘉伟及家人积极退赃!为国

家挽回经济损失
'%"

万元$

安 心
!

张 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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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河南省孟州市

检察院干警深入该市赵和镇对一起申诉

案件进行回访$ 申诉人刘君见到检察官

后!就紧紧地拉着检察官的手!激动地说

道(%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都没能安安稳

稳地睡过一觉$现在多亏了你们!帮助我

们把马永利抓了起来! 我终于能够睡得

踏实了$&

刘君与马永利原本是一个村的乡

亲! 彼此十分熟悉! 然而! 两人却因一

些小事而撕破了脸皮$

!"'!

年
(

月
'%

日夜里! 马永利酒后开车经过刘君的一

所老院时! 借着酒劲! 无故对住在院里

种苗公司的一名员工进行殴打$ 刘君及

该公司负责人李建闻讯赶到后! 马永利

又指使其妻子召来六人对在场的刘君"

李建进行殴打$ 马永利等人在公安民警

来到现场后! 仍持续殴打刘" 李二人!

并暴力抗拒执法! 气焰十分嚣张$ 后经

鉴定! 李建的伤情已经构成重伤$

!"'!

年
''

月
!)

日!经孟州市法院

依法审理!以马永利犯故意伤害罪!判处

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马永利被宣告缓刑后! 本应改过自

新!但他却依然我行我素!对刘君更是痛

恨于心!有事没事就找刘君的麻烦!时常

恶意堵路或者肆意辱骂! 后来升级为无

故殴打!让刘君片刻不得安宁$

!"'(

年
*

月
'$

日! 马永利假借醉

酒!对刘君等人再次实施殴打!并将另一

村民的电动三轮车砸坏! 被公安机关行

政拘留
'*

天$

%这还有没有王法!马永利动不动就

打人!受害者伤的伤"残的残!判个缓刑

就了事'&刘君想到以后的日子!担心马

永利以后会采取更过分的报复措施!不

禁焦灼不安$

万般无奈之下! 刘君来到孟州市检

察院控申接待大厅反映情况! 向检察官

反映了马永利缓刑期间寻衅滋事的恶劣

行径$

马永利如此行为 ! 为何被宣告缓

刑' 检察官听完了刘君的控诉! 心中产

生了巨大的疑问$ 在确认刘君的申诉符

合法律规定后! 检察官随即展开调查工

作! 迅速调阅一审卷宗! 询问原办案人

员! 对原审认定事实" 证据进行核查$

同时! 检察官专门就马永利暴力抗法的

事实向公安机关及当时在场的村民进行

核实$

通过检察官的调查! 最终证实那天

马永利在民警已经到达现场并亮明身份

的情况下! 依旧继续殴打刘君! 公然阻

拦民警执法! 辱骂民警! 同时还将民警

打伤! 情节十分恶劣$

检察官又走访了多位村民了解到!

!""&

年至
!"'!

年期间! 马永利对多名

村民无故殴打或乱砸东西! 村民由于害

怕报复! 敢怒不敢言$ 即使是这次! 也

是刘君因为多次受到马永利的无故骚

扰! 被逼无奈才选择了报警$

该院经过审查! 认为马永利犯罪情

节严重" 社会危害性大! 且毫无悔改!

原审判决适用缓刑错误! 量刑畸轻! 依

法向焦作市检察院提请抗诉$ 焦作市检

察院审查后! 将此案依法向焦作市中级

法院提出了抗诉$

!"'$

年
*

月
&

日 ! 焦作市中级法

院撤销一审判决! 将此案发回孟州市法

院重审 $

&

月
'

日 ! 该案依法获得改

判! 马永利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现已

被收监执行 $!文中除马永利外均为化

名"

"作者单位!河南省孟州市检察院#

退 赃
!

口述!唐丽佳 整理!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徐悦

!"'$

年
,

月
(

日是浙江省平湖

市乍浦镇长安桥原村支部书记兼长安

桥社区居委会主任胡根华涉嫌贪污#

受贿一案公开开庭审理的日子$ 我坐

在旁听席上% 当听到法官宣读胡根华

妻子代为退赃的书证时% 我长长舒了

一口气$

胡根华利用职务便利% 截留低保

户救济金一案% 令众人唏嘘不已$ 尤

其是被胡根华截留救济金的四名低保

人员% 他们中有的是看着他长大的老

一辈村民% 有的甚至和他从小一起长

大$ 当得知胡根华侵吞了自己的救命

钱后% 他们愕然的眼神让人心痛$

几天前 % 我带着两名检察官来

到长安桥村 $ 从立案侦查到开庭审

理的短短三个月内%我们已经数不清

多少次踏进这个被气愤&失望和无奈

笼罩的小村庄 $ 但是 % 此行的目的

却非同寻常$

我们抵达长安桥村后% 先后来到

胡根华的家中和被截留救济金的四户

贫困户家中走访% 希望能做些工作%

动员胡根华的家属退赔赃款% 给贫困

户一个交代$

我们来到胡根华家中时% 他的妻

子正在家中带外孙女$ 虽然胡根华正

在看守所羁押待审 % 但小孩 '咯咯

咯( 的笑声倒也为这个愁云笼罩的家

庭增添了几分乐趣$ 同为人父的我看

到小孩% 觉得分外亲切% 抱起她逗了

好一会儿$ 看到此情此景% 胡妻放下

了起初的戒备% 渐渐愿意和我们交流

起来% 我对她说道) '都是爹妈生的

心肝% 他们的孩子却还病的病& 苦的

苦% 这几个钱对他们来说是救命钱$(

我发自肺腑的一句话竟让胡妻动容

了% 她的眼里写满了歉意% 表示明天

就去取钱% 替糊涂的丈夫把这昧良心

的钱退出来$

从胡家出来% 我们又找到了现任

居委会主任王大姐% 在说明来意后%

顾不上喝口水% 急忙让她带我们去涉

案的四名低保户家$

其实% 早在本案调查取证时% 我

就和四名低保人员打过交道$ 但是在

接触过程中% 我隐隐感觉到) 平日里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他们% 在面对检察

官时难免有些拘谨$ 于是% 这次我们

让居委会工作人员陪同上门% 拉近和

村民之间的距离$

我们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四名低保

户家之间$ 临近中午时分% 终于只剩

下老许一家了$ 老许一人独自带着一

个身患重病的女儿% 靠着在附近厂里

打些零工艰难生活$ 我给老许打去电

话% 老许在电话里说) '我正带女儿

在厂里吃饭% 快吃好了% 麻烦你们等

我一下 $( 于是 % 饥肠辘辘的我们 %

坚持站在老许家门口等他回来$ 夏日

正午的阳光正毒% 不一会儿% 豆大的

汗珠就从我们的额头上冒出$

等了将近二十分钟% 老许这才带

着女儿回到家中% 当他看到检察官们

顶着午后的骄阳站在家门口等他时%

眼神中掠过一丝意外和感动$

王大姐拉过老许身边那个一言不

发的女孩说) '这是春梅% 老许的女

儿% 今年十八岁$( 看着这个因为疾

病而明显发福的少女% 我心底最柔软

的地方仿佛被人捏了一下$

我问她)'春梅% 还在读书吗*(

春梅答道)'不读了% 身体不好%

有时会突然晕倒 % 所以就呆在家

里+(

我愣了一下 % 继而转身对老许

说 )'老许啊 % 过阵子救济款就会返

还给你们 % 那是你们应得的 % 以后

你们还是得相信政府啊 % 不能因为

出了这个事就对村委会失去信心呀%

这次要不是王大姐他们前期工作做

得好 % 我们再怎么劝根华的妻子也

没用的+( 老许面对检察官的坦诚和

中肯% 说道)'这个事情也有偶然性%

看看你们 % 我还是愿意相信这个世

界好人多,(

"作者单位! 浙江省平湖市检察院$

你把我来当亲人
!

本报通讯员 何其伟

%事实证明! 只有站在当事人的角

度想问题! 像对待亲人一样温暖他们!

劝慰他们! 这样才会使信访矛盾得到

化解啊)&

)

月
!'

日! 黑龙江省大庆市

检察院副检察长厉忠国在让胡路区检

察院调研听取控申工作情况汇报后深

有感触地说$

老刘头! 大名刘兴文 $ 在大庆市

让胡路区检察院提起他 ! 无人不知 !

无人不晓! 可谓是 %名人&$

从
!""*

年
(

月至今! 因为他儿子

的事! 老刘头一直在政法委" 检察机

关和公安局之间不停上访告状$ 在该

院控申科干警看来! 如果一周看不见

老刘头的身影那就是件新鲜事$ 这事

的起因! 还得从十年前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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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老刘头的儿子刘涛

*正在服刑+ 因盗窃机动车被让胡路区

龙南公安分局立案侦查$ 在羁押期间!

刘涛的左手手腕出现了伤情! 并致残

疾$ 为了这事! 老刘头从
!""*

年
(

月

便开始长达十年之久的上访路$ 他来

到检察机关控告公安机关存在刑讯逼

供行为! 要求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刑

事责任! 还其子一个清白$

当年 ! 该院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

便成立了调查组核实此事$ 经过多方

调查取证! 认为证据不足! 遂作出不

立案的决定$ 但老刘头对此决定不服!

认为检察机关是有意包庇$

自此! 老刘头天天到检察机关寻

说法$ 只要国家有大事活动! 他肯定

会来检察机关说道说道, 若有哪句话

让他不满意了! 他便到市里- 省里甚

至进京上访$ 提及老刘头的上访! 新

干警会说他的院龄比我长! 老干警会

说看着都头大! 老刘头俨然已经成了

让胡路区检察院的 %编外人员&$

这十年中! 每任领导交接工作的

时候! 都要把老刘头上访的事情作为

重点进行交接! 换领导不变坚守$ 十

年来检察机关一直在做老刘头的思想

工作! 时常主动约他到检察院析案情

摆法理 ! 谈政策说规定 $ 逢年过节 !

每每国家有重大活动时! 控申干警们

还经常以晚辈的身份登门拜访老刘头!

拉拉家常! 问问近况$

这两年! 老刘头上访又添加了新

毛病$ 有时! 他到院里来! 说着说着

干脆说自己犯病了 ! 不是就地倒下 !

就是往沙发上一躺! 就是不跟检察官

说话$ 每遇这种情况! 控申科干警雷

鸣就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守候着他 !

倒水喂药! 嘘寒问暖$

十年时间! 检察官的热心 " 耐心

和韧劲终于打开了老刘头的心门$ 渐

渐地他也说出了自己心里的想法! 诉

出了他自己的苦衷$ 他说对儿子判刑

的事儿无话可说! 这犯了罪就应该受

到惩罚! 可儿子在羁押期间不明不白

出现了伤情! 这一点他始终想不明白!

必须得讨个说法 $ 再说儿子服刑后 !

自己年老体弱! 疾病缠身! 又要照管

孙女! 经济困难! 生活难以为继 ! 希

望政府能给予帮助$

该院领导考虑老刘头家中实际情

况! 经过多方努力和协调! 为其争取

到了救助金$ 今年中秋前夕! 该院检

察长刘振魁又对老刘头进行了一次回

访$ 老刘头紧握着检察长的手 ! 激动

地说( %十年了! 我走了十年的上访

路啊) 这些年我不管怎么找你们" 怎

么上访告状! 你们都没嫌弃我! 都没

给我脸子看 ! 听我诉说 ! 好言相劝 $

又设身处地地为我这糟老头子考虑 !

把我当亲人对待! 处处为我着想$ 你

们讲得都在理上! 我不懂法! 但我信

你们的话$ 你们为我争取到了救助金!

我心里也亮堂了也踏实了! 我打心底

里感谢你们检察官)&

幕后老板终落网
!

本报记者 徐德高

通讯员 葛明亮 任留存

%我以为查不到我头上! 没想

到最后还是被抓了$&

)

月
!!

日!

涉嫌组织卖淫的江苏省南通市某

足浴会所老板袁桂华面对检察官

的讯问! 连连感叹自己的 %运气

不佳&! 和他一起被检察机关 %揪

出& 的还有另外三名犯罪嫌疑人$

而袁桂华等
$

人被 %挖出来 & 与

检察官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密不

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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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南通市崇川区

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彭桂杰等人

涉嫌组织卖淫罪" 协助组织卖淫

罪一案进行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通过仔细阅卷发

现了一些疑点( 犯罪嫌疑人彭桂

杰和侯玉想都曾在侦查阶段交代!

该会所内还有多名人员可能知道

会所存在组织卖淫的行为$

虽然他们的供述仅是只言片

语! 但却引起了办案检察官的注

意$ 经审查! 彭桂杰是该足浴会

所技师部负责人! 侯玉想是会所

领班! 他们的供述应该还是有一

定可信性的$

检察官隐约意识到这里面可

能有 %漏网之鱼 &! 随即联系公

安机关后得知! 这两名嫌疑人在

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没有提供其他

人涉嫌犯罪的确凿证据 ! 所以并

没有对会所其他工作人员采取

强制措施 $

南通市崇川区检察院公诉科

集体讨论后! 立即制定了详细的

讯问计划和方案! 并指派该科负

责人与承办检察官一同前往看守

所提审$

审讯中 ! 承办人首先对彭桂

杰采取巧妙的心理攻势 $ 因为彭

桂杰被抓后一直希望会所老板袁

桂华搭救并照顾家人! 所以承办

人明确告知他! 不但袁桂华不会

管他! 而且袁桂华事先承诺帮他

请律师的事也已泡汤$

%你不是说你们老板对你很好

吗! 怎么原来请的律师现在也不

来了! 最后还是你姐姐在帮你请

律师$ 你还在为他隐瞒担责 ! 这

值得吗'&

想到失去了 %靠山&! 彭桂杰

的目光顿时变得没精打采$

%我们和会所是签约的! 利润

五五分成 ! 这些都是袁老板定

的$ 技师部的事情袁老板都要过

问的! 我们做什么决定都要向他

汇报 $& 彭桂杰最后把袁桂华实

际掌控会所卖淫业务的事情和盘

说了出来$

原来 ! 技师部的收费标准和

服务内容全部由袁桂华和彭桂杰

等人共同制定! 收到的钱全部划

归到会所的总账上$ 会所开张后!

技师部 %生意& 惨淡 ! 袁桂华还

派彭桂杰去南通其他几家大型会

所 %考察&! 如此一来! 袁桂华参

与组织卖淫活动的证据已是非常

充分$

对于侯玉想 ! 办案检察官则

使用连环计! 针对卖淫活动细节!

步步追问$

%你作为技师部领班! 谈谈接

待客人的相关流程'&

%由我向客人推荐套餐! 客人

选定套餐后! 我通知小姐到包厢

接待并告知小姐套餐! 小姐会携

带相应的物品到包厢服务$&

%技师部小姐在接待客人时使

用的物品是谁提供的'&

%是店里统一提供的$&

%店里对技师部小姐在接待

客人使用的物品中 ! 包括避孕

套! 有无要求如何放置'&

%这个店里是规定的! 是袁老

板统一规定的! 袁老板还找来了

一个花瓶让小姐专门放用过的避

孕套$&

一轮审讯下来 ! 会所老板袁

桂华的涉嫌组织卖淫犯罪的嫌疑

逐渐凸显$ 既然会所老板袁桂华

不仅明知会所存在卖淫现象 ! 还

主动对卖淫行为进行日常管理 !

他已经涉嫌组织卖淫罪 ! 应当及

时予以追诉$

此后 ! 承办人乘胜追击 ! 根

据线索! 最终查实另外三名嫌疑

人柴志刚" 李浩和李亚东也涉嫌

组织卖淫$ 综合证据和事实 ! 南

通市崇川区检察院认为 ! 这起案

件确实存在多名同案犯罪嫌疑人

未被追究责任! 遂于
*

月
'%

日向

公安机关发出补充移送起诉通知

书! 及时与公安机关沟通 ! 引导

侦查$

公安机关接到补充移送起诉

通知书后! 立即对袁桂华等
$

名

涉案人员上网追逃! 并另行组成

专案组加强侦破工作 $ 不久后袁

桂华" 李浩便落入法网$

&

月
%

日! 袁桂华和李浩被崇

川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 截至发稿

前! 犯罪嫌疑人李亚东和柴志刚

尚未归案$

铁窗中的郝嘉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