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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拍案

“千亿斤项目”立项后，司机夏小升向县发改委主任王宗红提议，和承包商郭俊邦一起来吃这块“肥肉”。案发
后，王宗红没想到这两大“心腹”很快将自己供了出来———

其实不能怪“心腹”
!

徐 霞

!父亲治病他送来
!

万元钱是

礼尚往来""#

"#!$

年
!!

月
"!

日$

河南省获嘉县法院审判大厅$ 被告

人王宗红正在作自我辩护%

被告人王宗红$

!%&'

年
(

月
!'

日生$

!%)*

年参加工作$从获嘉县县

委办公室的一名普通职员干起$历

任该县组织部干审办主任& 办公室

主任& 大呈乡乡长& 丁村乡党委书

记&县商务局局长&县长助理&县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

年
&

月

至案发担任获嘉县科技和工业信息

化局局长%

心腹建议 踏上不归路

王宗红从一名基层职员干起$

凭着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一步步成

长起来% 认识王宗红的人都说他能

力强$胆子大$工作中敢拼敢干$敢

作敢当% 他的工作能力得到了领导

的赏识和群众的认可$ 参加工作后

三年一个台阶$步步高升%他不仅在

工作上平步青云$ 而且还有一个令

人羡慕的家庭$ 妻子在事业单位上

班$女儿已经大学毕业$还有一个
&

岁的儿子%

"#!#

年
"

月
(

日王宗红被任命

为获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半年后$获嘉县成立了!获嘉县全国

新增
'##

亿公斤粮食项目办公室 #

!下文简称"千亿斤项目 #$%该项目

纳入县发改委权责之列$ 由王宗红

担任该项目负责人%

获嘉县总人口
*)

万$是一个农

业小县$ 农业生产是该县经济的重

要支撑%千亿斤项目是惠农工程$主

要通过修建农业基础设施改善生产

条件$达到粮食增产的目的$并且该

项目所有经费
'%##

余万元均由政

府承担%

当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 $千

亿斤项目要公开招投标时$ 有人打

起了千亿斤项目工程建设的主意%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项目负责人

王宗红的司机夏小升%

"#!!

年
!

月$ 获嘉县千亿斤项

目公开招投标前$ 夏小升来到王宗

红的办公室说'!叔$ 我给你开了十

几年车$年龄也大了$开销也多了$

你看千亿斤项目是咱自己的项目$

都让别人把钱挣了可不行呀( 你安

排咱自己每年中个标段$自己干$挣

钱了一起分$别人送的钱尽量不要$

咱自己有个工程挣钱也踏实(#王宗

红听了夏小升的话觉得有道理$考

虑得也很周全$ 并且夏小升为自己

开了十几年的车$深得自己的信任$

便答应了他的提议%

里应外合 中标是定局

夏小升虽然只是一名司机 $但

他的办事能力却不容小觑% 夏小升

与工程承包商郭俊邦之前本相识$

千亿斤项目各标段的标底自己也会

知道% 郭俊邦也知道夏小升是王宗

红的亲信$如果能和夏小升合作$那

自己中标的可能性会更大$ 随便哪

个标段干下来都能赚得盆满钵满%

于是$夏小升和郭俊邦一拍即合$开

始!结伴同行#%

"#!#

年至
"#!*

年$千亿斤项目

工程各标段公开招投标前$ 夏小升

在王宗红办公室获知标底$ 随后他

便将标底告知工程承包商郭俊邦$

让他参照标底制作标书参与公开招

投标%

为保证夏小升每年竞标都能中

标$王宗红不仅告诉夏小升他们参与

竞标标段工程的标底$他还示意夏小

升至少找三家工程公司进行围标$从

而保证万无一失地中标%

随后$郭俊邦参加公开招投标$

在不同标段竞标时$ 借用多家公司

资质$ 利用自己已知标底及王宗红

评委的身份优势$通过围标&串标方

式$ 获得了
"#!#

年 &

"#!!

年 &

"#!"

年获嘉县田间工程建设项目五个标

段 $ 中标项目金额共计人民币

!"#$+!&

万元%

学会感恩 钱要准备好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

无故的!帮忙#(王宗红对于自己向投

标人提供标底的行为$称之为!帮忙#%

王宗红通过夏小升示意郭俊邦

要懂得!感恩#%

"#!!

年
!#

月$夏小升给郭俊邦

打电话'!王宗红主任在新乡定了一

套房$你给他准备
"#

万元(#郭俊邦

答应了%过了两天$王宗红亲自打电

话问郭俊邦'!小升跟你说的事办得

咋样了)#郭俊邦连忙说道'!最近钱

有些紧张$工程款快到账了$到了我

就给你办%#没过几天$郭俊邦的工

程款到账了%他从银行取出
"#

万元

现金$在王宗红的办公室交给了他$

王宗红没有推辞$直接收下了%

"#!"

年
$

月$ 夏小升又对郭俊

邦说'!王宗红在新乡买的房子需要

装修$你给王主任准备
!#

万元装修

费%#这次和上次一样$王宗红又亲

自给郭俊邦打了电话% 郭俊邦在电

话里直接说道'!我这里还有几张千

亿斤项目田间工程八标段的拨款单

需要你签字呢(#这次$是在王宗红

家里$郭俊邦将装有
!#

万元现金的

纸袋递给了王宗红$ 一起递过去的

还有那份需要王宗红签字的拨款

单$ 接过拨款单王宗红甚至连看都

没看就签了字%

一次次通过夏小升找郭俊邦要

钱的王宗红已毫无顾忌$以至于王宗

红母亲过世后办丧礼的费用都想到

了郭俊邦$这次$郭俊邦给他送了
'

万元现金%当然$王宗红家里有事是

其送礼拉近彼此关系的好时机$当王

宗红父亲生病住院时$郭俊邦赶到医

院$向王宗红奉上了
!

万元现金%

据办案检察官统计'

"#!!

年至

"#!*

年间$ 郭俊邦分
&

次向王宗红

行贿
$'

万元%

而夏小升则不用王宗红开口就

能知其所需$进而投其所好%

"#!!

年

)

月$ 他为了感谢王宗红帮他顺利

承揽到项目工程$ 主动向王宗红提

议给他的妻子买辆车$ 方便接送其

子上学% 王宗红听到这个建议便点

头应允了% 王宗红妻子在夏小升的

陪同下看中了上海通用别克轿车一

辆$此次购车夏小升出了
!'

万元%

王宗红说'!一个工程能让他们

挣多少钱$我是清楚的$我要的钱并不

多%#

后勤员工 变身私人看护

王宗红手中的权力$ 早已成为

他捞钱的工具%对他来说$贪欲一旦

打开$可能就回不了头了%后来的他

是哪里的钱都一样$都能为己所用%

当夏小升陪同妻子买车之后$ 还需

要对汽车进行装饰$所产生的
('##

元装饰费$ 他也没忘记从县发改委

的财务上报销%

自己年迈的父亲因病住院 $他

也没忘记假公济私$ 让发改委负责

后勤工作的贺某到医院看护王老爷

子%当然$老爷子住院产生的各种费

用和那些汽车装饰一样$ 都成了报

销的项目之一%

此时的他已目无法纪$ 不再是

清正廉洁的人民公仆% 但他在朋友

那里却是仗义相助的好兄弟% 他朋

友因手头资金周转不开$ 向王宗红

求助$王宗红倒也爽快$一出手就是

&(

万元%后查证$这
&(

万元是千亿

斤项目的配套资金%

其实$早在项目实施之初$该项

目办公室的办公经费就有缺口%当

时王宗红就想向该项目中标单位收

费%直到
*

月$他与时任发改委副主

任李庭君& 农业股股长沈宏羽一起

商量如何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后$

决定向各中标单位收取不超过总工

程款
!,

的赞助费%

随后$ 在千亿斤项目办公室第

一次给各中标单位拨付工程款时$

王宗红召集各中标单位的负责人开

会$他和李庭君&沈宏羽在会上向各

中标单位提出收取赞助费的事$各

中标单位的负责人也都同意了%在

王宗红负责千亿斤项目办公室两年

多的时间内$ 这些赞助费用一直按

照总工程款
#+',

至
!,

的比例收取$

共收赞助费
$#+'$

万元%

县发改委还收取了其他人送来

的 !赞助费#$

"#!"

年获嘉县宋庄村

村民郭桂堂的养猪场申报生猪标准

化养殖建设项目$ 中央配套资金到

位后$ 郭桂堂通过发改委工作人员

吕怄书向获嘉县发改委以!赞助费#

的名义送去
!"

万元现金%

这些!赞助费#都没入账$而是由

沈宏羽保管
-

主要被用于县发改委吃

喝招待等$ 在这些费用报销审批单

上$由李庭君签字&王宗红审批$沈宏

羽负责报销%

十六年后 婚礼能否赶上

"#!$

年
'

月
)

日$ 王宗红被立

案侦查%

'

月
"#

日王宗红因涉嫌串

通投标&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罪被

执行逮捕%

到案后的王宗红一直在为自己

辩解$对于串通投标的行为$他说那是

朋友之间的帮忙*对于受贿$他说是朋

友间的借款*对于贪污$他说是因公花

费没有票据而采取的账目对冲* 对于

单位受贿$他认为自己没有占有""

当承办检察官将证据及证词摆

在他面前的时候$他问办案检察官'

!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我能出来吗)#

"#!$

年
)

月
""

日王宗红被提

起公诉$

"#!$

年
!!

月
"!

日$获嘉县

法院判决被告单位获嘉县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犯单位受贿罪$ 判处罚金

"#

万元*被告人王宗红犯串通投标

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单

位受贿罪$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

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
!'

万元%一

审宣判时$王宗红说自己不会上诉%

该案共涉及
&

人$其中夏小升&

郭俊邦犯行贿罪$郭桂堂&吕怄书犯

对单位行贿罪$李庭君&沈宏羽犯单

位受贿罪$ 已分别被获嘉县法院作

出有罪判决%

当听到王宗红被判决有期徒刑

十六年时$ 办案检察官就想到他问

的那句自己儿子结婚时能否出来的

话$有些惋惜%这十六年他再不能守

候于儿子身边看他成长$ 这也是他

为自己决堤的贪欲付出的代价%

&菜根谭'中说道("人只一念贪

私%便销刚为柔)塞智为昏)变恩为

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

本案中的王宗红曾经确实是一

名优秀的基层领导干部% 但那已是

曾经*王宗红在案件侦查初期%对自

己的所犯罪行概不承认% 他相信夏

小升和郭俊邦不会将自己供出来%

他也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天衣无

缝%没有证据%检察院根本拿自己没

办法* 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信任的夏

小升和郭俊邦+出卖#了自己%这才

使他放弃了抵抗*

他所任职的发改委是政府抓经

济发展的+参谋部#%也是促进区域经

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协调器#%更是与

项目管理,项目审批密切相关%具有极

高风险且腐败易发)多发的热点领域-

王宗红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一

步%不仅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一% 王宗红认为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帮别人挣了钱% 分点给自己是正常

的事情% 他将国家赋予他的权力当

成了挣钱的工

具.二%工程项

目相关工作机

制不透明 %监

管 机 制 不 完

善% 缺乏有效

的 内 外 部 监

督% 给他们作

案留下了可乘

之机.三%王宗

红所在部门发

改委权力过大% 他自己手握的权力

过于集中%在监管缺失,工作机制运

行不透明的状况下% 权力寻租也极

易发生%继而产生腐败行径-

当王宗红交代全部犯罪事实后%

他就说无论怎么判决% 他都不会上

诉-他感知自己对不起培养他的组织

和领导% 也对不起信任他的广大群

众%更对不起一直以他为荣的父母和

孩子-若早点醒悟%又何至于此/

"河南省获嘉县检察院反贪局

局长 张成峰#

被告人王宗红所犯罪行

与所受刑罚'

串通投标罪，有期徒
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
金15万元；

受贿罪，有期徒刑十
一年；

挪用公款罪，有期徒
刑五年；

贪污罪，有期徒刑一
年零三个月；

单位受贿罪，有期徒
刑六个月；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十六年零六个月$并处罚

金
!"

万元%

案后说法

检察官正在讯问王宗红-

这个+千亿斤项目#%目前已让
&

人+倒下#-

网络空间“消霾”，现在开始

这场风暴终于来了 -

!

月
"!

日

上午%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决

定%自
"#!'

年
!

月开始%在全国范围

内联合开展 +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

专项整治工作-

!

月
"&

日% 国家网信

办公布了 +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十

大典型案例-看得人是触目惊心-

其实早该管管了%早就听说很多

人以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为生%甚至

有朋友的朋友%依靠此营生已经在北

京买了跃层-从已公开的来看%我们

仍对网络推手+立二拆四#案,上海
"!

世纪网涉嫌敲诈勒索案等记忆犹新-

由+立二拆四#策划的+僧人后海船

震#+干爹
)))

万带我包机看奥运#等

网络事件%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信

以为真%社会上很多年轻人甚至对何

为正确的价值观判断都产生了偏差-

如此危害性极大的现象背后%我们发

现% 其隐藏着一条复杂的黑色利益

链%直指网站编辑和网络公关公司-

公关公司本着+拿人钱财,替人

办事#的+理念#%网站编辑利用便利

条件为公关公司提供有偿发帖和删

帖%至此%一个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

的恶性循环带逐渐形成%这个循环带

里藏污纳垢%极具规模后%产生祸国

殃民的恶果-所以我们国家痛下决心

要对此领域加以严厉整治-

正进入+大数据#时代的中国互

联网%让你我能快速共享信息资源%

拥有更高效的工作生活方式-然而%

信息泄露,网络敲诈,有偿删帖等各

种网络乱象也因而此起彼伏-

我们普通老百姓真的很难分

辨%在这儿我也梳理一下网络敲诈和

有偿删帖的具体表现%让大家擦亮双

眼- 其一种是合法网站乱象丛生%以

所谓批评报道为由要挟涉事地方党

政机关和企业%索取宣传费,赞助费.

二种是非法网站私自以民间反腐,舆

论监督等为由% 对地方党政机关,企

业,个人进行敲诈.第三种是非法网

络公关蔓延成风%一些表面看合法注

册的公司% 背后却干着有偿删帖,蓄

意炒作新闻的勾当.最后%互联网主

管机关个别干部也参与内外勾结%进

行网络敲诈等非法活动-

那么问题来了% 网络敲诈和有

偿删帖的+任性#是谁造就的/我觉

得是由+内鬼#和+外鬼#共同推就%

再加上社会这个染缸的纵容% 进而

使这一现象变得一发不可收-

+内鬼#% 是指网站及论坛等工

作人员和管理者-他们为了利益%监

守自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破坏网

络传播秩序% 严重损害网管部门和

网媒形象-+外鬼# 就是指那些唯利

是图的公关公司% 他们无视社会公

序良俗% 买通国内各大网站编辑和

论坛版主% 有偿为客户删除为其带

来不利影响的新闻和言论-

好在% 国家层面近两年已经开

始对这些制造社会+毒瘤#和网络空

间 +雾霾# 的始作俑者展开行动 -

"#!$

年
!#

月%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

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将有偿删帖界定为违法

行为-近一年来%也有数例因此获罪

的典型案件宣判-此番%国家网信办

等部门又将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整

治- 整治固然好% 可别一阵风就过

去-+内鬼#+外鬼#一起抓的同时%我

觉着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互联网公司应强化对员工的管

理和约束% 建立严格的监督管理制

度%防止网站员工+为利所动%为权

所用%为黑所控#-

执法部门,行政部门,互联网公

司需要形成合力联合出击% 斩断网

络敲诈和有偿删帖这朵互联网 +恶

之花#%为网络秩序正本清源 %为社

会稳定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相关媒体应强化网友的维权意

识% 鼓励他们通过法律手段追究删

帖者和敲诈者的法律责任- 相关部

门更应切实保障网友权益% 依法关

停非法网站%推进网络法治化管理-

面对网络双刃剑另一面如此多

的诱惑%如果你能顶得住%相信你可

以拥抱整个天空%大有作为-

想当然
几天前$ 江苏扬州梅岭小学对外宣

称$从
"#!'

年起$学校将取消传统的!三

好学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名为!真的种

子成长计划# 的新评判标准%!种子计划#

共有
'

大类
!#

项评价标准%!主要是为了

孩子成长考虑%# 梅岭小学大队辅导员马

璐璐老师介绍说$ 新的评价标准划分较

细$让孩子在每一个年龄阶段都能有较为

合理的评价标准%

!#

项评价标准分别为'

阅读种子 &自理种子 &运动种子 &健康种

子&成长种子&勇敢种子&服务种子&探索

种子&学习种子&特长种子%今后孩子在家

里帮忙做家务&看书读报$都可能获评!种

子学生#%

按照学校规定$ 在校学生只要集齐

!"

颗!种子#章$就可以在班级参与班级

活动$如做一日小老师&上一节晨会课$负

责班级一日常规等% 而集齐
!)

颗以上的

学生$就可以看一次!集体#电影&在学校

微信平台露脸$ 甚至与校长共同进餐%把

和校长共餐作为奖励学生的一种方式$对

此$有人担心这种奖励方式会在潜意识里

向学生传达一种官本位的思想% 对此$马

璐璐说$共同进餐是在学校食堂$校长和

学生一对一$边吃饭边交流%

摘自
!

月
#$

日&现代快报'

与校长共餐是一种奖励吗/ 在有人看

来也许是- 比如老师% 和校长一起吃饭谈

心%不但可以交流思想%还可以联络感情%

没准还可以解决点实际问题- 可在现实情

况下%真想不出一个小学生和校长吃顿饭%

能体会到什么荣誉-估计%只能体会到吃饭

时不要掉了饭粒-当然%也可能孩子们能见

到一位嘻嘻哈哈的校长%说说笑话%讲讲故

事-那我说的这一切%也就成了妄议-

问题是%谁想出了这么一招奖励措施/

可以肯定%是位老师-想当然000这是发生

很多类似问题的原因- 自以为事情就该这

样去做%就忘了将心比心%忘了设身处地-

其实%我们生活里很多事情都是如此-从自

己的立场出发%一厢情愿%满腔热情%到头

来事与愿违-结果是换来了满腹的委屈-

想起了这么个故事- 晋惠帝执政时

期%有一年发生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只

有挖草根%食观音土%许多百姓因此活活

饿死-消息被迅速报到了朝廷%晋惠帝听

完了大臣的奏报后% 大为不解-+善良#的

他很想为他的子民做点事情%经过冥思苦

想后终于悟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曰(+百

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很可笑吗/ 其实我们很多人做的%就

是和他一样的事情-只是五十步和百步的

差别%没有多少人看得清楚-和巴菲特共

餐%你可以学习获取财富的经验.和娱乐

明星共餐%你可以体会潇洒和美丽-让孩

子和校长共餐%你让他体会什么/校长的

权力%还是他的人格魅力/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我这篇评论完

全是想当然%其实学生是挺愿意与校长共

餐的%兴许能因此提高学习成绩%甚至是

改变命运呢- (本期坐堂)张笑#

欢迎广大通讯员加入和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