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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核对村民办理种植业保险情况

缴纳保费两三元，若受灾则能得到三百多元的赔偿，这中间的差价撩拨了一些人的心———

村民“被保险”，理赔款去哪儿了
!

本报通讯员 李彦澍 连丽娟

!""#

年!国家出台了一项惠农政

策!对小麦"玉米等大宗农作物为保险

标的的种植业保险保费实行补贴!中

央及地方财政负担
$"%

! 参保农户承

担
!"%

# 这样一来!每亩土地农户只需

缴纳保费两三元! 若受灾每亩则最多

能得到三百多元的赔偿! 这中间的差

价撩拨了一些人的心$

!"&'

年
#

月!河

南省新乡市封丘县检察院侦破了一起

通过虚假投保% 虚假理赔套取保险理

赔款的窝串案$

!"&(

年
&!

月
&

日! 随着

最后两名被告人被宣判!本案中共有
)

人因触犯贪污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受灾情况我们说了算

虚增受灾面积和夸大受灾程度是

本案中不法分子套取理赔金的一种手

段$

李景霞是涉案保险公司封丘县营

销部经理! 在检察机关调取参保档案

后不久!她和员工张红梅"李聪前去投

案自首$ 据三人交代!

!"&!

年
$

月至

&!

月!他们在核算小麦和玉米保险理

赔款时! 通过调高个别村受灾面积和

受灾程度的方法! 套出
*

万元予以私

分$

保险理赔流程比较繁琐$ 当农作

物发生灾情后! 投保人需要拨打全省

统一理赔电话报案! 省公司接到报案

后逐级通知到灾情发生地的营销部!

由营销部实地勘查受灾程度! 核算受

灾面积! 拍摄受灾现场照片报送市公

司! 然后市公司会对受灾现场进行抽

查勘验! 对全县的受灾面积和受灾程

度进行评估! 最终反馈给县营销部一

个总的理赔金额! 县营销部负责核算

每个参保村民的理赔款$ 如此完美的

程序设计! 李景霞他们怎么能骗到保

险理赔金呢&

他们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理赔时

限短%受灾地分散且查勘人员少!无论

是市公司还是县营销部对受灾面积和

程度的查勘都只是走形式$ 在封丘县

营销部!李聪主要负责出现场!据他交

代! 报给市公司的受灾现场照片大都

是选取同一受灾地的不同角度拍摄!

然后附上不同受灾乡镇名称! 以此表

明进行了实地查勘$ 他说'(每次市公

司下来勘验! 在全县不过是抽一两个

乡镇看看!抽查对象由我们定!他们不

可能掌握全面情况也发现不了任何问

题!受灾面积多大%程度多深!基本上

都是我们营销部说了算# )

在这种情况下! 李景霞便指使张

红梅选择
*

个村子! 将
*

万元化整为

零! 根据村子参保人员的多少! 每个

村子分配
$"""

元到
&+(

万元不等的

(任务)! 然后让李聪虚增相应的受灾

面积或者提高理赔标准! 并在核算理

赔款时将虚增部分摊到每个村民头

上# 在理赔款到账后! 张红梅再通过

村干部要回虚增的金额! 就这样三人

将
*

万元纳入私囊#

公章可以自己盖

假冒村民投保是本案中套取理赔

款的另一手段# 早在初查阶段! 检察

机关就发现参保档案与村民实际参保

情况不符! 很多村民 (被保险)# 那

究竟是谁为他们买的保险! 他们的理

赔款又去了哪里呢&

为此 ! 办案人员调取了封丘县

!""#

年开展种植业保险以来所有的

参保和理赔档案! 涉及
&"

多个乡镇

近
&""

个村庄# 面对堆砌如山的档案

和复杂的会计资料! 办案人员制作了

一份理赔表格! 列明了参保村庄% 参

保品种% 参保面积% 缴纳保险费金额

和赔付金额等! 随后派出多个办案组

到涉案村庄进行核对
,

发现假冒村民

投保的现象非常严重#

据查 !

!"&!

年 ! 李景霞假冒
$

个村庄未参保村民投保! 套取理赔款

&#

万余元* 张红梅假冒
'

个村庄未

参保村民投保 ! 套取理赔款
)

万余

元* 李聪与同事王文帅假冒
$

个村庄

的未参保村民投保! 套取理赔款
$

万

余元* 封丘县营销部工作人员于海中

假冒
$

个村庄的未参保村民投保! 套

取理赔款
&"

余万元! 并伙同村干部

王龙海假冒该村未参保村民投保! 套

取理赔款近
*

万元$

!"&&

年至
!"&!

年! 潘店镇乡财政所原副所长朱登凤

假冒该镇
#

个村庄的未参保村民投

保! 套取理赔款
*

万余元$

然而! 假冒村民投保套取理赔款

需要村干部帮忙$ 首先! 种植业保险

是以村为单位参保! 由村委会代表签

订合同! 从投保到理赔的每一步都需

要村委会签章$ 其次! 每份保险都需

要一份投保清册! 涵盖投保人个人信

息及其承包的土地信息等! 而这些信

息村干部也都了然于心$ 最后! 按照

理赔入户的要求! 理赔款直接打到投

保人账户! 此时就需要村干部帮助收

取村民存折$

因此! 李景霞他们选择的骗保村

庄都有熟识的村干部为其提供便利$

如张红梅选的三个村子中! 一个是其

婆家所在村! 一个村的村干部是丈夫

的同学! 还有一个村的村支书是自己

多年的保险客户$ 因为是熟人! 这些

村干部也都愿意为他们提供方便! 有

的村干部甚至将村委会公章直接给李

景霞他们! 供他们在参保和理赔的各

类空白文书上随意盖章$ 理赔金到手

之后! 这些村干部都会收到一两千元

的感谢费$

保险理赔规定被无视

种植业保险设立于
!""#

年! 但

自有这个险种之后其发展一直不景

气! 除少数种粮大户愿意参保外! 多

数村民因耕地面积小" 保险手续繁琐

等原因不愿参保$ 为了扭转这样尴尬

的经营局势 !

!"&!

年涉案保险公司

开始将村民全部参保当作目标! 并将

这一目标的完成与工作人员的薪酬直

接挂钩$ 这一政策在当年取得了显著

效果! 全县参保小麦
&'

万亩" 玉米

&"

万亩! 而
!"&&

年参保的小麦" 玉

米一共才
!

万多亩$

业务量的猛增加大了投保" 理赔

的工作量! 为给业务发展提供方便!

涉案保险公司下放权力! 简化程序!

放松了监管! 甚至对基层工作人员的

违规操作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 如! 河南省保监局针对农业保险

理赔工作出台了专门的管理规定' 对

大范围的受灾! 抽样查勘不得低于受

灾面积的
'"%

$ 但在执行中! 为减少

工作量! 提高理赔速度! 封丘县营销

所只抽查一两个乡中的一两个村! 并

不符合规定的做法却得到了上级公司

的默许$

!"&'

年底 ! 封丘县法院陆续开

庭审理了这起窝串案! 认定李景霞等

)

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或受国有公司

委托管理" 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骗

取国有财产构成贪污罪! 分别判处
)

人十年零六个月到二年零六个月不等

的有期徒刑$

确实抓错了人
!

张 瑞

!"&(

年
&&

月
'

日! 河南省郑州

市金水区检察院受理了提请批捕的

胡二伟盗窃案 $ 鉴于胡二伟一直说

自己根本没有实施过被指控的盗窃

行为 ! 所以该院随后与公安机关紧

密配合! 联手调查出了事情的真相'

此两起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身份有

误$

办案检察官在提审时便发现了问

题' 不仅胡二伟自己否认曾实施过那

些犯罪事实! 而且卷宗中的户籍照片

与他并不相仿$ 这起案件会不会是抓

错了人& 他会不会真的不是作案人&

为了解开内心的疑惑! 办案检察官火

速联系了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 投入

到疑点排除工作之中$

公安机关办案人详细地介绍了该

案的办案经过$ 原来! 此案系被害人

扭送至公安机关而案发$ 报案人张方

指证
!"&(

年
&"

月
!-

日他停放在金

水区杓袁村保健品市场车内的包被

偷! 被盗现金
($""

元$ 他在市场的

监控里看到偷他包的是一名中年男

子! 他便在市场附近寻找起来$ 在市

场中! 他见到了一个与录像上一模一

样的人 ! 就认定是这个人偷了他的

钱! 于是立即将其扭送至公安机关$

此人到案后! 自称胡二伟! 公安机关

在其随身携带的包内发现手电筒" 螺

丝刀等物品$

公安机关将胡二伟的名字放到系

统内网上分析对照! 发现了郑东新区

的一起盗窃案也在处理之中! 而犯罪

嫌疑人也叫胡二伟$ 都是盗窃案件又

是同一人所为! 于是两地公安机关决

定并案处理$ 这才有了胡二伟被公安

机关以涉嫌两起盗窃犯罪向检察机关

提请批捕的事情$

听完案件的详细经过之后! 办案

检察官们的心里也无法区分哪些陈述

是真的哪些陈述是假的$ 如果被害人

在商场上见到的胡二伟和监控录像中

的人一样! 那胡二伟就不冤枉! 毕竟

世界上长得完全一样的人寥寥无几$

但提审胡二伟时他坚称自己是去商场

购物! 根本没有参与什么盗窃! 更没

有跑到郑东新区去偷电瓶车$ 到底谁

说的话是真的呢&

最后检察官和公安机关的办案人

决定重新审看监控录像$ 他们发现!

案发当天确实有人打开了被害人的车

门! 拿出东西夹在腋下离开! 但是作

案人的正脸根本没出现在监控中! 只

能看到作案人的身形及其大致轮廓!

仅仅依据外在轮廓无法认定该起盗窃

事实是胡二伟所为$

当第二起案件证据不足时! 办案

检察官的视线转到了第一起盗窃案

上$ 当被问及偷盗电瓶车的相关事实

时 ! 胡二伟说自己案发当天在游戏

厅! 没在现场! 没有实施偷盗行为$

同时 ! 办案人员调出了他的户籍资

料! 发现眼前的这个人和照片上的人

差异特别大! 似乎不是一个人$ 大家

便去向胡二伟寻找答案! 哪知他说自

己的真实姓名叫胡伟锋! 家住郑州市

国棉四厂$ 根据他所说的信息! 办案

人员也没有找到与他所说信息相吻合

的人! 这个人是撒谎了吗&

但仅仅因为嫌疑人所说的话无法

验证就认定其实施了违法犯罪的行

为! 这既是对对方权利的不尊重! 也

是对办案干警职业道德的侮辱$ 办案

检察官们认为必须要想办法辨别出是

不是眼前的犯罪嫌疑人胡二伟偷盗了

电瓶车$

可现在没办法验证当天他是否真

的不在案发现场! 也无法查证当天游

戏厅里是否有他的身影$ 正当办案检

察官疑惑的时候! 突然想到偷盗电瓶

车的人不是被拘留过吗& 不是采集过

他的指纹信息吗& 如果面前的胡二伟

与偷盗电瓶车的胡二伟是同一人! 那

不就能证实相关的情形了吗&

想到这一点之后! 检察机关立即

要求公安机关调出信息档案! 进行指

纹比对$ 如果指纹吻合则能显示出该

起案件为眼前的犯罪嫌疑人所为! 若

不吻合则不是同一人作案! 那眼前的

胡二伟也该离开这里了$

指纹鉴定之后! 发现第一起盗窃

案并不是眼前的这个胡二伟所为! 并

且第二起案件又没有确切的证据证实

是面前的胡二伟所为$

事后 ! 承办该案的公安机关承

认! 第一起事实系查出胡二伟的名字

后 ! 便将两起案件简单地并案处理

了! 时间紧迫而没有细致审核才导致

了如此粗糙的结果$

!"&(

年
&&

月
&"

日 ! 郑州市金

水区检察院认为 ! 根据现有证据 !

不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胡二伟涉嫌

盗窃的行为! 故认定犯罪嫌疑人胡

二伟涉嫌盗窃罪的事实不清 ! 证据

不足 ! 决定不予批准逮捕 $ 同时金

水区检察院发出建议书 ! 要求公安

机关对该起盗窃案件继续侦查 ! 进

一步落实案件情况 ! 现案件正在侦

查之中$

他为何不悔
!

张建国

法谚云! 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犯

罪分子" 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

一面$当恶的一面被激发出来时$冲

动将超越理智$酿成惨剧%

当翻开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

李某涉嫌故意杀人案件的卷宗时 $

看到现场勘查笔录照片中血淋淋的

场面$ 怎么也想不到一个老实巴交

的农民会对自己的妻子痛下杀手"

在看守所提讯时$ 李某迫不及

待地告诉了我他的故事" 现年
-"

岁

的他有过三段婚姻$ 但前两次是因

为感情不和而离婚$ 第三次则是自

己砍杀了妻子" 李某的第三任妻子

魏某是他母亲收留的一个乞讨人

员$只因长相不错而被李某看中$随

后就成了李某的媳妇儿" 但好景不

长$ 他们组建家庭在一起生活了不

久后$李某就发现魏某精神不正常$

发病的时候会胡乱骂人还会到处

跑$ 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于

是$ 李某就到处打听魏某之前的生

活$后来得知魏某确实患有精神病$

也是因为这个病离过两次婚" 与魏

某生活了一年之后$ 他们有了一个

可爱的儿子" 由于家境贫困$他便在

建筑工地上打工$ 魏某平时就在家

中操持家务" 在魏某正常的时候$他

们的小家还是很幸福的"

但今年的
$

月
&(

日$也就是案发

当天$李某下班回到家中$看见家中

的妻子又在屋里乱喊乱叫$这样的情

形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李某和往常一

样上去安抚了妻子$但魏某的情绪依

旧很激动$完全不听劝" 此时的李某

开始有些怒气$便随便拿起木棍殴打

魏某$被打的魏某逃出了家中$出门

后便拾起地上的砖头砸了本村村民

的门窗玻璃"李某见此情形便将妻子

魏某拽回了家中" 才进家门$邻居就

告诉他魏某刚将村里的杨某打伤了$

现在急需送到医院诊治"

劳作了一天$ 回到家中见到闹

出这么多事的妻子$ 李某不由得怒

火中烧$ 脑海中闪现了杀死妻子的

念头" 于是$他拿起了饭桌上的菜刀

准备去砍妻子" 魏某见到这一情形

便立马朝门外跑去$ 而李某手持菜

刀紧追不舍$还没跑出一段距离$魏

某便被李某追到了" 就在距其家约

&"

米的路上$魏某被砍了十余刀$一

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逝了"

面对魏某的死亡$ 李某没有悔

恨" 他说这些年因为妻子的这个病

自己与邻里乡亲都不怎么往来了 $

周围的关系很僵硬$ 妻子犯病的频

率也很高$他自己真的受够了" 如今

身在高墙之中$ 他牵挂着自己
)'

岁

的母亲和幼小的孩子" 现如今自己

已不能陪伴母亲左右$ 但幸好还有

哥哥能照顾母亲" 可自己那年幼的

孩子怎么办& 谁照顾他&

那天$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从看

守所回来的% 听完李某的话$我的脑

海中一直浮现着一个画面!一个孩子

亲眼见到自己的爸爸砍死了自己的

妈妈$鲜血淋漓$或许还伴随着嚎叫

和挣扎'(我不知道他长大后会不

会忘记这一幕$我也不知道这一幕是

否会给他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他是

否会恨透自己的父亲$责怪父亲让他

失去了一个虽不完美但却完整的家%

)'

岁的老母亲和
-

岁的孩子$是

否能得到救助& 我迅速联系到了控

申部门$ 最后还是由村支书帮他们

祖孙二人来申请救助的%

晚上回到宿舍$ 想到我们这几年

不断地开展着法治宣传活动$但在某些

地方仍是收效甚微%我们想将法律渗入

生活$这不仅需要改进普法方式还需要

将普法行为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慢慢

地将守法变成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或许

如此社会才能更和谐更美好%

"作者单位!陕西省扶风县检察院#

一念之间，从狂喜到悔恨
!

本报通讯员 黄丽娟 王 磊

葛建中

(我觉悟不高$)

()

岁的税款征收

员张跃军在失去自由后对自己曾经的

行为作出了如此反思$

!"&(

年
&"

月
!$

日!河南省宝丰县法院认定张跃军犯贪

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

张跃军在宝丰县国税局工作了
!&

年$自
!"&"

年
!

月以来!他主要负责

税款征收与上缴" 票证缴销及税务登

记工作$ 上岗后他一直认真履行着自

己的工作职责$ 然而!

!"&'

年
&

月
!-

日! 一个一念之间的想法让他迈进了

监狱$那天!准备上缴税收的他想尝试

下少缴
&""

元会发生什么情形! 哪知

道这一尝试让他得到了一份惊喜$因

为即使少缴
&""

元! 也能将税款足额

上缴到国库! 那这未缴的
&""

元就是

自己的了$四天后!他又用相同的方式

再次截留了
&""

元税款$到
!

月份时!

他开始胆大起来! 每次截留税款的数

额达到了
-""

元甚至
&"""

元!最多的

一次他截留了
!

万多元$

本以为可以悄无声息地截留税款

为自己所用! 但在
!"&'

年
&"

月底的

时候! 宝丰县国税局的银行账户显示

出余额不足! 无法将征收的税款足额

划拨到国库$此情况一出现!国税局便

准备内部核账$ 鉴于税款征收工作仍

在进行! 就算立马核账所得数据也不

一定准确! 便计划于年底再对账目进

行盘点! 眼下只得去询问税收征管员

是否漏缴或少缴了税款$ 张跃军和其

他税收征管员的回答都一样! 说自己

并没有漏缴或者少缴税款$

&!

月
!*

日!宝丰县国税局停止了

一切征收业务! 彻底核查全局的税款

上缴情况$ 通过对全年凭证的逐项核

对! 结果显示张跃军转入国库的税款

总额与农业银行开具的缴款单"

./00

机刷卡单"完税证总额不符!差额高达

'$

万余元$当这个结果出现时!核算部

门再一次找到了张跃军询问相关的情

况! 得到的回答和
&"

月份的一样$一

句(我没有漏缴少缴税款)的回答让核

算部门的工作人员怀疑是不是自己核

算错了!难道真的不是张跃军&于是!

宝丰县国税局核算科的全体人员决定

加班重新核算!结果依旧$

其实被询问两次的张跃军心里也

开始打鼓了!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便陆续地将自己截留的
'$

万余元税

款又补交上了$

本以为补交了就没事了! 哪知道

河南省宝丰县检察院此时收到了举报

线索' 国税局有人去银行补交了几十

万元的税款$听到这一消息后!检察干

警觉得这其中可能涉及到职务犯罪!

便立马到银行予以核实! 发现举报属

实! 侦查人员便即刻赶赴国税局了解

情况$ 宝丰县检察院调取了该单位的

账册及票据!装订成册$经司法会计师

核算! 张跃军截留税款
'$+"(

万元$这

笔资金的流动路线也被办案干警们找

了出来! 原来张跃军的日常开支都是

从截留税款处出! 还用截留税款买了

房与车$ 当单位核算部门发现税款异

样时!张跃军便开始找买家卖了房!将

卖房款补交了所截税款$ 案件全貌已

被还原!但张跃军却不见了$原来!当

他看到检察人员到单位询问情况时!

就向单位请了病假!离开了宝丰县$

那他究竟去了哪儿& 侦查人员清

点张跃军的社会关系! 搜寻其可能的

落脚点!经多方盘查与走访!最终在河

南省许昌市将其抓获$讯问时!他说自

己截留税款是因为系统有漏洞! 自己

虽未足额上缴税款系统也没发现!所

以才截留了那么多税款! 以为不会有

人发现$

该案结束后! 宝丰县检察院向宝

丰县国税局发出检察建议'完善系统!

建立电子对账单! 实行纸质与电子办

公同步!以提高工作效率和防范力度$

随后!该国税局将系统问题予以上报!

且两周进行一次核账工作! 确保税款

征收与上缴环节不会出现任何差错$

家产被风“吹走”
!

苏振东 郑玉龙

(三年来!奔波无数地方!法律终于

还我一个公平 $ 感谢检察院的公正执

法+)

&"

月
!"

日! 年过花甲的鞠井海老

人来到江苏省靖江市检察院送上了锦

旗! 用最淳朴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感激之

情$

当靖江市检察院民行科的承办检察

官接过这面写有(人民检察!公正为民)

的锦旗时! 那曾经的一幕再次浮现于眼

前$

!"&!

年
'

月!该院组织干警到农村

开展普法宣传!当时来了一位老人!看着

普法材料的他激动起来! 嘴里开始念叨

着'(我实在没办法了! 你们检察院可得

帮我做主啊+)

原来! 身有残疾的鞠井海在村头开

了一间摩托车修理铺! 并在临近的港河

里租了一艘船作为栖身之所$

但是
!"&&

年
(

月
-

日!他的家和修

理铺瞬间毁于一旦$ 那天他回到商铺时

发现那里已经成了一片焦土! 自己也不

知道这是怎么了! 便向周围的村民打听

情况! 为什么自己的船屋和商铺就被烧

了呢& 原来! 那天正值清明回乡祭祖时

期!而他的修理铺旁边有几处坟堆$当天

正是蒋家人祭祖烧纸的火星随风吹到了

修理铺地面的汽油上! 瞬间就燃起了熊

熊大火!而船屋离得又近!借着风势也被

殃及到了$这是他全部的财产!一天之内

都化为乌有了$

气愤的鞠井海找到蒋某质问未果!

一纸诉状把蒋某等人诉至法庭$ 可令鞠

井海没有想到的是! 这么明白的事情法

院却以证据不足判他败诉$

(这事压在心里很久了!今天遇到你

们来这普法!就请你们为我申冤$)鞠井

海说$

受理鞠井海的申诉后! 检察官立即

开始了调查$在审查原审书面卷宗后!未

发现任何疑问$ 可在卷宗附件里有一张

光盘!这光盘到底记录了什么&原来!这

光盘是离鞠井海修理铺不远的治安监控

录像$检察官把目光集中到这光盘上!回

放了当初的事发现场录像$

监控录像显示!火灾发生当天正午!

蒋某等人来到距鞠井海摩托车修理铺不

远处祭祖烧纸!几分钟过后!鞠井海的修

理铺就燃起了熊熊大火$

可问题在于! 监控录像只看到蒋某

等人烧纸! 并没表现出修理铺着火与他

们祭祖有直接关系! 这也是法院驳回鞠

井海诉讼请求的主要理由$

在另一份证据材料里记载道'(火灾

发生时! 公安消防大队出具的火灾事故

认定书中清楚地写到排除人为放火"电

气故障"自然引发的可能!不排除外来火

种引起的可能$)外来火种最有可能是蒋

某等人祭祖的明火了$ 围绕监控录像这

一线索!检察官再次查阅原审证据!多次

走访事发地! 勘验事故现场! 走访目击

者$

(火灾发生当天正午! 刮东南风!结

合现场平面图! 蒋某等人祭祖烧纸的地

方位于鞠井海摩托车修理铺的上风处!

蒋某等人烧纸行为和火灾发生存在时

间"空间及气候条件上的关联!由此形成

的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最终!结合气

象局出具的气象资料" 公安消防大队出

具的现场平面图及监控录像等证据!承

办检察官们向泰州市检察院提请抗诉$

泰州市检察院审查后! 认为该案符

合抗诉条件!向法院提出抗诉$

!"&'

年
)

月
-

日!经指令!原法院再审后采纳了检

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撤销原审判决!并判

决蒋某赔偿鞠井海各项损失
(+)

万余

元$蒋某等人不服判决又提出上诉$今年

#

月! 二审法院维持了鞠井海胜诉的结

果!相关赔偿也已执行到位$

*

作者单位!江苏省靖江市检察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