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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人!于海楼

原任职务!黑龙江省大庆市石化总厂小车队队长

涉案罪名!受贿罪

判决结果!

!"#$

年
!

月
!%

日!被大庆市龙凤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犯罪事实!

$&&&

年!于海楼从大庆市石化总厂小车队党支部书记转任小车队队长"单位有
$%%

多辆小

车!每年需要购买汽车配件等价值
!%%

余万元"截至
!%%'

年退休前的几年时间里!他先后收

受供应商贿赂
$%

余万元!为供应商谋取了更大的利益"

新闻背景!这是今年
$%

月下旬!大庆油田公司部分重要岗位人员到监狱接受警示教育时!于海楼作的

现身说法!有删节""

中国新闻奖专栏复评优秀栏目

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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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何其伟整理

本以为在位时收受贿赂的事儿会随着自己退休而不再为人关注，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退休两年多，还是没逃过恢恢法网

截至今天#我已先后三次为

油田公司$ 石化总厂以及政府机

关来监狱接受警示教育的人们现

身说法%每一次#我都有不同的感

慨%曾经#我也和你们一样服装整

齐地参加各种教育活动# 曾经也

与你们一样在单位有着受人尊

敬$让人羡慕的职位%但这些都因

自己的一念之差付之东流了%

曾经的奋斗化为乌有

$&('

年
)

月#我出生在龙凤

区建兴大队一个农民家庭%

#&*&

年
$!

月# 我应征入伍成为一名

解放军战士#后来又在部队入了

党%

$&+*

年从部队复员后# 我被

分配到大庆市政府机关小车队#

当了一名小车司机 %

$&+&

年 #大

庆乙烯工程恢复建设#我调到工

程指挥部机关小车队#先后当过

小车司机$调度$办公室接待员%

$&'(

年
(

月#我被提拔为小车队

党支部书记 # 成为一名科级干

部 %可以说 #从普通司机到后来

的科级岗位 #一路走来 #我都是

谨小慎微 $兢兢业业的 %刚当上

小车队队长时#我始终保持着部

队的光荣传统和作风#把心思用

在工作上#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约束自己%这些#在我案

发前的人生中#曾为我带来过不

少荣誉和尊敬%但#案发后#一切

都失去了 % 我失去了晚年的快

乐 # 失去了国家给我的退休待

遇#一切都在清&零'中%

收钱"从不安到习以为常

$&&&

年初#我从小车队党支

部书记转任小车队队长#主管单

位的日常管理# 同时主抓财务$

汽车配件购买和发放工作%接触

到管理工作和钱物后#我的生活

圈子变得活跃起来#交际也广泛

起来 %也就在那时 #我的思想逐

渐发生了变化#人生的价值观开

始向利益靠拢%在新的工作岗位

上#我成了汽车配件供应商拉拢

腐蚀的对象%

我们单位有各种小车
$""

多辆#每年需要购买汽车配件等

!""

余万元% 供应商为销售汽车

配件#经常到我办公室或打电话

找我 #或者通过我的战友 $老乡

拉关系走门路 %一开始 #我还是

以拒绝为主的# 但时间长了#就

放松了警惕 # 开始跟着吃吃喝

喝 %后来 #有的供应商主动给我

送钱 #起初我还推辞不受 #但经

不住三番五次的 &攻关 '#终于 #

我被
$

万元钱&拿'下了%

第一次收钱后#我曾经忐忑

过不安过害怕过#还曾一度地躲

着送钱的人#怕他总来找我引起

别人的怀疑 % 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 #这种心情慢慢变淡了 #在一

次次被&攻陷'后#我习以为常见

怪不怪了#甚至由最初的拘谨变

得从容与肆无忌惮了%从
$

万元

开始#几年时间里我先后收受供

应商贿送的
$"

余万元钱%

#平稳着陆$只是一厢情愿

!""'

年我退了休% 原以为#

退了休#以前的那些事儿就会被

人们被组织被法律所淡忘#自己

终于&平稳着陆 '了 %没想到 #法

网恢恢 #疏而不漏 #在我退休两

年多以后#出事了%

!"$$

年年初#检察机关在查

办其他案件时#顺藤摸瓜把我带

了出来%

检察干警传讯我时#我的脑

海一片空白#我一生的奋斗在那

一刻全部化为乌有%我主动交代

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退还了赃

款#最后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从书记转任队长职务时#我

曾当着全队人发过誓# 做清廉之

人#也曾大会讲廉洁小会讲清廉#

也曾倡导过节约# 反对和治理过

车轮上的腐败%而今#想到这些言

不由衷的话和行为# 我真为自己

当年的表里不一汗颜( 这些都是

因为当时不敬畏法律#钻制度的

空子#才触碰了法律的高压线%

现在 #我怎一个 &悔 '字了

得#怎一个&痛 '字能消 )人一旦

沾染了铜臭#就会成为金钱的奴

隶 #就会失去做人的尊严 $失去

人生的价值%

亲情是心口最痛的烙印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在狱

中的日日夜夜#我悔恨过去的贪

欲麻痹了心灵#更为痛苦的是面

对亲情的愧疚与忏悔%

如果不贪#我退休后享受的

各种待遇完全可以让我快乐地

生活 *如果不贪 #我现在这个时

候也如在座的你们一样过着自

由的生活 *如果不贪 #我可以天

天陪着老伴遛弯儿* 如果不贪#

我可以在老年活动室打打扑克

下下棋#可以在老年大学练练书

法写写字儿 *如果不贪 #我可以

与儿孙共享天伦之乐++

但#现在一切的如果都变成

了现实的苦果%犯罪让我失去了

比钱财比退休后各种保障更为

宝贵的亲情和友情%因为我的入

狱# 老伴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

萎靡不振*孩子们由于我的事情

于生活工作中抬不起头#甚至遭

人白眼 %这些年 #整个家庭因我

的事情变得没有生机与活力%

为此#我今天对大家由衷地

说一句#不要因为自己心魔的贪

婪而自毁美丽人生#破坏温馨的

家庭#伤害亲人的颜面与感情%

最后 #我要说 ,无论你在什

么岗位 # 无论手中的权力有多

大 #都请谨记贪欲之害 #严守法

律之规 #莫存侥幸心理 %敬畏法

律#常思自己的言行有没有违法

违规 *顾念亲情 #常想自己的所

作所为能否给亲人带来快乐%那

样 #我们才会把持住自己 $看清

路途# 生活才会拥有快乐幸福$

和谐安康(

%更多贪官忏悔详见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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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任渣土办主任前“腐”后继

渣土办!顾名思义!是为管

理城市渣土运输而设立的一个

办事机构"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

属于临时机构并且系清水衙门

的单位! 却随着城市的大建设

大发展和房地产开发! 变得越

来越#吃香$了%

在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 !

渣土办隶属于市容局 "

!"$"

年

以来! 两任渣土办主任竟然都

中 &箭 $落马 !不能不让人们警

醒地认识到!腐败的发生!不决

定于 &官帽 $的大小 !而是决定

于是否存在权力寻租的土壤%

东窗事发

今 年
))

岁 的 张 木 生 自

!"$!

年
(

月起担任弋江区市容

局渣土办主任兼直属一中队中

队长!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区渣土

运输证的审批'渣土执法以及对

渣土运输的监督管理工作"

!"$)

年
$$

月! 弋江区检察

院着手对张木生涉嫌职务犯罪

线索展开侦查"随着调查的深入!

张木生的直接领导王咏涉案的

线索也浮出水面"其时!王咏任弋

江区市容局城管行政执法大队

副大队长!分管渣土办"在张木生

之前!王咏系渣土办主任"

办案人员发现! 张木生在

任职期间的一些违规行为得到

了王咏的默许和同意"而且!办

案人员在对芜湖华仑港湾工地

负责人尹某某进行询问时 !得

知他不仅给张木生送过钱物 !

也给王咏送过数额较大的钱

物" 也正是由于王咏和张木生

的帮助! 尹某某才顺利地办理

了准运手续违规运输渣土"

王咏对渣土违规运输的行

为是否心知肚明( 在张木生之

前他是否也曾收了当事人的钱

物违规替当事人办事( 这一重

大案件线索的发现! 引发了办

案人员本能的追问%事不宜迟!

办案人员连夜拟定了对王咏的

初查计划% 在随后的证据摸排

中 ! 办案人员注意到 !

!""&

年

底!王咏担任渣土办主任!

!"$$

年
$"

月升任市容局城管行政

执法大队副大队长% 王咏升职

后! 其下属张木生接替其成为

渣土办主任% 而弋江区境内违

规运输渣土的行为自
!"$"

年

起一直持续到
!"$)

年!在此期

间!王咏'张木生正是渣土办主

任的前脚后任%

其实! 就在检察机关对张

木生进行侦查时! 王咏已经惶

惶不可终日% 他一边装着若无

其事的样子配合检察机关调取

相关证据! 一边急于找到行贿

人退赃款%然而!这一切动向尽

在办案人员的掌控之中%随后!

王咏被通知到案% 面对铁的证

据! 王咏如实交代了涉嫌职务

犯罪的事实%据王咏交代!其明

知辖区内工地存在违规运输渣

土行为! 却同意为企业办理渣

土准运手续并默许其下属张木

生照办%其间!王咏也从中多次

收受请托人的贿赂%

小恩小惠的#俘虏'

根据规定! 处置工程渣土

必须如实申报缴费并取得相关

许可证后! 才能办理渣土准运

手续 %从
!"$!

年起 !某些企业

迟迟未缴清相关费用! 其负责

人多次找到张木生帮忙并给予

其钱物%一开始!上任没多久的

张木生并没有答应! 但随着请

托次数的增多! 他的心理渐渐

发生了变化! 认为违规运输渣

土不是什么大事! 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算了! 更何况收人钱财

就得替人办事%

据检察机关指控 !

!"$$

年

中秋节至
!"$)

年春节! 张木生

接受尹某某的请托!为其在华仑

港湾工地渣土运输中提供关照!

并先后两次收受尹某某所送现

金及购物卡
(,""

元%

!"$$

年至

!"$)

年间! 张木生接受芜湖市

某混凝土有限公司张某某的请

托!为其公司在混凝土运输过程

中提供关照!并先后四次收受张

某某所送购物卡
*"""

元)*

就这样!

!"$!

年至
!"$)

年

期间!张木生相继收受
$+

家房

地产公司'土石方公司'混凝土

公司以及建筑工地负责人贿送

的财物共计近
)

万元%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张木生

每次收到的不过是千元左右的

购物卡! 但正是这些 &小恩小

惠$让其放弃了监管职责!进而

给国家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 %

!"$!

年下半年至
!"$)

年六七

月间! 张木生明知金域蓝湾工

地和金域华府工地渣土存在超

申报范围运输的情况! 仍然违

反规定! 擅自同意为该公司办

理渣土准运手续! 导致这两个

项目工地渣土处置费
,,

万余

元未能收缴%

!"$!

年底至
!"$)

年
,

月

间! 张木生明知华仑港湾二期'

三期及商业'酒店工程渣土运输

没有申报缴费和取得工程渣土'

建筑垃圾处置市容许可证!在接

受尹某某的请托后!擅自同意为

该企业办理渣土准运手续!违规

从事渣土运输!导致该项目渣土

处置费近
+(

万元未能收缴%

#重叠'了的行贿人

在向张木生行贿的人中 !

有
*

人曾向王咏行贿! 他们分

别是华仑港湾工地尹某某 '芜

湖市某混凝土有限公司张某

某'金域蓝湾工地负责人龚某'

芜湖某搅拌站周某' 芜湖某土

石方公司薛某以及另一土石方

公司田某%

!"$$

年中秋节至
!"$)

年

春节! 王咏接受尹某某的请托!

为其在华仑港湾工地渣土运输

中提供关照!并分三次共收受尹

某某所送现金及购物卡
!-!

万

元%

!%#%

年间!王咏接受薛某的

请托!为其在文化戏曲公园项目

工地渣土运输中提供关照!先后

两次收受薛某所送现金共
#

万

元 %

!%#!

年至
!%#)

年期间 !王

咏接受田某的请托!为其在中央

城项目工地渣土运输中提供关

照!并收受田某现金
(%%%

元%

据检察机关指控! 王咏先

后收受
&

家公司或项目工地负

责人的贿赂
'

万多元% 他还滥

用职权! 导致金域蓝湾工地及

华仑港湾项目渣土处置费共计

#%!

万余元未能收缴%检察机关

对王咏关于此节的指控与张木

生相同%

检察机关认为!王咏'张木

生前后两任渣土办主任的行为

均构成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 %

!%#(

年
*

月
,

日! 弋江区法院

分别就张木生案和王咏案作出

一审判决! 以受贿罪判处张木

生有期徒刑一年! 以滥用职权

罪判处其拘役六个月! 两罪并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 +以

受贿罪判处王咏有期徒刑三

年! 以滥用职权罪判处其有期

徒刑十个月! 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三年零六个月%

一审宣判后!张木生'王咏

不服 !分别提出上诉 %前不久 !

芜湖市中级法院就这两起案件

分别作出终审裁定! 均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南京高淳：“8+1”助推涉农预防
!

本报记者 崔洁 肖水金

通讯员 丁晓头

#%

月
)%

日! 江苏省南京市

高淳区检察院将第二期,涉农预

防专刊-分别报送区四套班子及

区纪委'区政法委等单位 !并发

至全区
,%

多个预防成员单位 %

这是该院今年对涉农预防实行

&

'.#

$工作模式后!对各项制度

具体分类推进的其中一项%

为确保涉农预防精品战略

的实施!高淳区检察院根据涉农

预防工作的需要!通过三个多月

的摸索实践!制订并实施了涉农

预防工作责任制'台账管理和专

人审查制度'涉农预防日记使用

管理制度'涉农预防信息收集制

度'涉农预防调查制度 '涉农预

防调研制度'警示教育和预防宣

传制度'涉农预防网络日常管理

制度共计八项工作制度% 同时!

还专门就联络员'信息员的基本

任务 '主要事项 '纪律要求等制

订并实施了具体操作规则%

这八项制度和一项操作规

则简称&

'.#

$工作模式 !使该院

涉农预防有章可循' 规范有序!

为全面开展涉农预防工作提供

了制度保障%

广州海珠：推行预防五个深度“融合”
!

本报记者 钟亚雅

通讯员 杨宇亮

今年以来!广东省广州市海

珠区检察院推行五个深度 &融

合$!打造具有海检特色的&五项

计划 $!有效实现了 &五进 $活动

效果最大化%

融合道德文化!推行&海检官

修$计划!帮助机关单位加强干部

道德修养'廉政意识和建章立制%

该院先后联合区国税局' 北区稽

查局等单位! 举办了
(

次廉政道

德讲堂! 为
),%

余名干部职工开

讲% 这项活动不仅弘扬了法治精

神! 也潜移默化地促使干部职工

加强法律学习! 养成法治思维的

良好习惯% 此外! 还针对发案机

关!以召开廉政深度会谈'案例剖

析'预防调查等形式!帮助健全内

部运行机制% 该院针对科信系统

发出的检察建议! 促使广东省制

定了 ,省级科技业务管理阳光再

造行动及业务调整优化实施方

案-!有效推动了改革科研资金管

理制度! 从源头上遏制科技和信

息化领域腐败发生%

融合预防服务!推行&常态暖

企$计划!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有

力的司法保障%当前!&暖企走访$

工作已在海珠区内多家重点企业

实施% 该院与广东宝钢置业有限

公司' 广州地铁运营事业总部等

企业! 建立了检企合作工作联系

点!以&一对一$全方位服务的方

式!针对重点项目'关键环节开展

专题调研!做好服务帮助工作%另

外!搭建企业管理监督网!全面启

动重点工程同步预防!将打击'预

防'监督有机结合%

融合乡村特色 !推行 &廉洁

文化进联社 $计划 %该院联手区

纪委等部门制定了,海珠区开展

&廉洁文化进村入社$ 活动工作

方案-!结合海珠区内联社'经济

社本土特色文化和 &三资 $交易

管理工作 ! 以驻街检察室为平

台!积极开展将廉韵清风送村入

社活动% 仅今年就举办了
#!

场

巡回法制讲堂! 先后为
#!*%

余

名街道党员干部和村社 &两委$

干部'社员作廉洁和法治文化专

题教育讲座%

融合普法教育!推行&小检察

官$ 计划! 在辖区内中小学设立

&小检察官联络站$!开展&暖苗行

动$%该院团委副书记蔡润铿向记

者介绍! 海珠区检察院通过开设

微信公众号&暖苗行动$线上普法

宣传模式!结合线下&小检察官$

组织开展的法制课'模拟法庭'案

例学习等普法活动! 拉近青少年

与检察官的距离%

融合智能媒体!推行&廉洁社

区$计划!让群众随时了解检察动

态%在该区千禧社区居委会!摆放

着数字触屏查询机'

/01

电子显

示屏% 海珠区检察院综合预防科

科长陈菲影告诉记者!为深化&海

检服务$!推动&廉洁社区$计划!

该院联合区纪委在
#,

个示范社

区的居委会内各放置了一台数字

触屏查询机! 设置了检察业务资

讯'廉洁社区'办事指南'最新公

告'举报热线等栏目!供群众快捷

查询社区和检察业务各项事务的

办理规定'流程和办法%此外!在

示范社区里还特别聘请了居委会

成员' 社区志愿者作为职务犯罪

预防网格员%

彝良：
组织发案单位旁听庭审
!

本报特约记者 杨健鸿

通讯员 赵家华

近日! 云南省彝良县法院开

庭审理吴某滥用职权'受贿案%该

县检察院组织该县道路运输管理

分局干部职工旁听了庭审%

今年以来! 彝良县检察院共

查处涉及该县道路运输管理分局

的职务犯罪案件
+

件
!%

人%办案

检察官发现! 干部职工廉洁意识

淡薄是该局发生职务犯罪窝案的

一个重要原因% 为强化该单位干

部职工的廉洁意识! 该院选择该

局原协管员吴某滥用职权' 受贿

案作为警示教育案例! 组织干部

职工旁听%法庭审理时!公诉人论

述了吴某的各项犯罪事实! 深入

分析了吴某的犯罪原因以及危

害%公诉人深入浅出的论述!既是

对吴某犯罪行为的有力指控!又

为旁听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警示

教育课!警醒而具有教育意义%

重庆：
首届预防微电影评比揭晓
!

本报记者 沈 义

#%

月
!&

日! 重庆市检察院

组织开展的预防职务犯罪专题微

电影评比揭晓. 合川区检察院的

,唤醒爱人- 等
#%

部微电影获评

#十佳微电影$! 长寿区检察院的

,等待-等
!!

部微电影获评#优秀

微电影$%

该院职务犯罪预防处负责人

介绍说! 此次参评的微电影形式

多样!包括情景剧'动漫剧 '川剧

等%参评影片紧贴现实生活!内容

充实!实现了艺术性'观赏性和教

育性的有机统一% 此次微电影评

比活动自
,

月初启动以来! 各区

县检察院党组高度重视! 在短短

(

个月时间里组织创作上报微电

影
(!

部%其中!潼南县检察院动

员地方部门积极参与!县农委'民

政等
#!

个单位报名参加!共拍摄

制作了
'

部微电影%

!

本报记者 吴贻伙

警示窗
JINGSHICHUANG

镇平：专项调查催生信息查询系统
!

李丰翠

近日!河南省镇平县保障房

资产信息查询系统正式运行%只

要轻点鼠标!申请人的相关资产

信息一览无余!这在河南省尚属

首创!真正实现了 #信息网络共

享'权益保障无盲区$的目标%

今年上半年! 该县检察院在

开展困难家庭申请保障房资产核

准情况预防调查时发现! 民政部

门在审核保障房申购家庭资产情

况时!无法与银行'税务等部门共

享资产信息! 因此无法全面掌握

申请对象的经济状况!#账户上有

存款但仍住保障房$ 等现象时有

发生%为尽快解决审核不力问题!

该院邀请该县政协委员房崇全程

参与! 将调研成果转化为提案上

交% 该县政协立案后将提案交县

民政局承办! 协办单位为中国农

业银行镇平支行等
*

家单位%

今年
&

月!县民政局等
*

家

单位联合出台了,镇平县保障房

资产信息查询实施办法-! 对金

融资产信息内容' 负责机构'查

询方式等作了明确规定!使保障

房申请对象的家庭财产审核有

据可依 %同时将储蓄存款 '理财

产品等财产也列入审核范围!并

规定专人负责信息查询!相关机

构应做好被查询人信息的保密

工作!签订保密协议 !保障了申

请人的个人信息安全%

黔东南：
开展预防腐败大巡讲
!

本报通讯员 石锦通 李黎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检察机关开展的预防农村干部

职务犯罪进乡镇' 进农村宣讲活

动于近日圆满结束% 这项活动得

到了黔东南州委书记李飞跃 '州

人大常委会主任罗亮权的充分肯

定! 他们要求进一步落实预防腐

败措施!完善县'乡镇'村三级预

防网络!让惠农资金安全运行%

今年
(

月! 这项巡讲活动在

该州
#*

个县'市
!%,

个乡镇全面

铺开! 这是该州检察机关第一次

大规模到最基层开展预防宣讲活

动! 两级检察机关共有
+%%

余名

检察干警参加了宣讲!

!-&

万余名

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教育%

齐河：乡村财务有了保护神
!

姜 浩

#现在! 村干部再也不敢乱

花钱了!村里花的每一分钱检察

院都能看到))$对山东省齐河

县检察院派驻检察室构建农经

网络监督平台'加强乡村源头预

防的做法!该县群众赞誉有加%

近几年!该县检察院根据群

众举报!相继查办了
'

起发生在

惠农资金补贴'土地征用等领域

的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该院

对这些案件梳理发现!农村财务

管理混乱!该县农村经济管理中

心也有监督管理不到位的现象%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该院主动对

接县农经监督网络平台!将该县

农业局经管局和各乡镇经管站

的农经三资!资产 $资金 $资源 "

管理系统全部连入派驻检察室

的信息超市系统!实现了三方信

息共享%各村发生的每一笔收支

和每一项资产' 资源的变动!监

管人员和检察人员可实时 '动

态'全方位监管 !切实堵住了村

财镇管制度实行中的漏洞!有效

预防了村干部职务犯罪%

该平台除了规范农村干部

依法行政外!对查办职务犯罪案

件也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今

年!该院派驻检察室通过该平台!

获取村干部贪污'挪用小麦直补

款案件线索
#)

件!移交反贪部门

后对涉嫌贪污的
'

名村干部 '

#

名镇政府干部予以立案侦查!法

院均作出了有罪判决%

近日#重庆市巫溪县检察院干警来到峰灵镇龙寨村#到农户家中

调查了解该村账目移交$惠民资金发放等问题% 本报记者程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