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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对 周 旭

季建业!被“朋友圈”套牢
!

本报记者 卢金增

通讯员 赵洪森

"廉洁是
!

#事业$功名$地位$

财富$尊严都是
"

%廉洁出了问题#

一切都等于
"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

业在悔过书中写道%这一用血的教

训得出的'政治生命公式&(值得每

一名党员干部深思 !据
#

月
!$

日

"解放军报#$%

!$%&

年出生的季建业系江苏

张家港人# 曾先后担任苏州昆山市

长$市委书记#扬州市长$市委书记#

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务%

'"!#

年
!"

月
!&

日#中纪委发布消息#季

建业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组

织调查% 季建业在接受组织调查期

间#积极配合#并写出长篇悔过书#

成为了反腐败的'典型教材&%

法庭上表情落寞

!

月
!(

日#由山东省烟台市检

察院提起公诉的季建业受贿案在

烟台市中级法院第一审判庭开庭

审理%法庭上#季建业身着青色夹

克#表情落寞#没有加戴戒具%

烟台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傅延

威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指控!

!$$'

年下半年至
'"!#

年上半年# 季建

业利用其担任吴县县委副书记$苏

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工委书记$

昆山市市长$扬州市市长$扬州市

委书记$南京市市长等职务上的便

利#或其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开发$

工作调动等方面提供帮助#本人或

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上述

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
!!#'

万余元#构成受贿罪#

共有
&

笔犯罪事实%

法庭调查重点围绕控辩双方

在庭前会议中有异议的
)

笔犯罪

事实展开%

下午
!#

时
"$

分#法庭辩论开

始% 公诉人围绕该案事实证据$季

建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发表了

公诉意见%公诉人还总结了该案的

特点和启示#揭示了季建业从身居

高位的领导干部蜕变为收受贿赂

的被告人的历程%

最后陈述阶段#季建业表示认

罪悔罪#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深挖

犯罪思想根源#认为自己是'突破

了原则底线# 迷失了权力界线#放

松了思想防线&而导致走到今天的

下场%说到痛处#季建业泣不成声#

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法庭将择日宣判%

神秘"朋友圈#低调而隐蔽

从一名地委党校中青年干部

班学员# 到官至副省级的高级干

部#季建业落马前的仕途可谓一帆

风顺%一个身居高位$身负重任的

高级干部#是如何蜕变为收受贿赂

的被告人呢)

记者从有关消息渠道获悉#季

建业受贿犯罪# 与他深耕多年的

'朋友圈&有很大关系#其主要犯罪

事实就是发生在与其有
'"

多年交

往的这个'朋友圈&中%这是一个低

调而又隐蔽的小圈子#此前季建业

任职过的很多地方#只有极少人知

道季建业的这个神秘'朋友圈&%

在这个只有六七个人 '朋友

圈&中#有的是季建业的部下#有的

是季建业的朋友#绝大多数是
!$$"

年季建业任吴县县委副书记时交

下的%徐东明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

个#他曾是季建业的部下#也是季

建业案中行贿数额最多的人%

据了解#自
!$$'

年起#季建业

就接受徐东明的请托#利用职务之

便帮助其调动工作%自认识开始至

案发#在
'"

多年的交往中#季建业

先后为徐东明及其单位提供了大

大小小多方面的帮助#包括为徐东

明调任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

某公司项目部经理$承揽昆山宾馆

设备供应项目$开发'龙都广场&房

地产项目$竞拍江都市宁通高速公

路附近土地提供帮助等%

徐东明人聪明 #嘴巴严 #为人

低调#深得季建业的信任%多年来#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以至于季

建业家里大小事都会托付给徐东

明去办#徐东明几乎成了季建业家

的隐形'大管家&%

检察机关指控#

'"""

年
)

月至

'""$

年底#季建业本人或通过其妻

高某某$其女季某$其弟季某某先

后四次在其苏州的家中#收受徐东

明给予的人民币
&&"

万元#以及空

调$装修材料等物品#共计折合人

民币
&*$+(

万余元%起诉书中指控#

季建业的受贿金额为
!!#'

万余

元#其中放在徐东明处代为保管打

理的就达
$!"

万元%

一次给先人扫墓过程中#季建

业和妻子觉得两边家族的墓地过

于分散#便萌生了集中买块墓地的

想法%'朋友圈&聚会时#季建业的

一个老部下得知了此事%这位老部

下此时已担任一个开发区的书记#

辖区内正好有一片公墓%老部下把

季建业请来#让他挑选%果然季建

业看中了这里的墓地%很快#一块

!%#

平方米的墓地卖给了季建业%

季建业的妻子来交钱时#付了
'

万

元钱%事后办案机关经物价局核定

发现#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这块

墓地的价值为
%'

万余元%

权力边界淡漠的"掌权者$

季建业的履历中#有在多地担

任'一把手&的经历%作为一市的地

方大员# 自然应该懂得自己作为

'掌权者&的权力边界%然而#季建

业在这方面却很淡漠%

'""#

年#扬州迎宾馆
!

号楼面

临装修改造%尽管招标法有明确规

定#扬州市里有关方面也明确批复

工程要走招投标程序%然而#此时

身为扬州市长的季建业却直接将

工程发包给金螳螂建筑装饰有限

公司%这家公司不仅未经投标就拿

下了这个项目#之后还陆续获得了

迎宾馆其他楼的装修改造工程#攫

取了巨额利润%这一切#正是因为

金螳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朱兴良

通过中间人找到了季建业%多次打

交道后# 季建业感到此人可交#此

人很快也成为季建业 '朋友圈&中

人#在承揽工程$催要工程款等方

面季建业自然为其提供帮助%

在季建业的'朋友圈&中#还有

一人曾是季建业的部下# 他就是江

苏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 此人年

龄比季建业年长#'朋友圈& 的聚会

大多由他召集% 起诉书指控#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季建业本

人或其家人先后
$

次收受朱天晓给

予钱财共计折合
')!

万余元% 朱天

晓有家汽车
),

店#季建业明知其无

证用地违法# 仍利用南京市市长的

职务便利#给江宁区区长打电话#要

求其抓紧办理# 江宁区区长迫于压

力#不得已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协调#

从而使
),

店在没有土地手续的情

况下#得以继续施工并建成使用%作

为公权力的行使者#权力的边界就

这样被无情地漠视了#不仅破坏了

地方正常的法治环境和工作秩序#

也严重损害了一地党员干部的形

象%

赚钱大家一起%香香$

'香香&#苏州方言#大家一起

分享$沾光的意思%有一次#季建业

夫妇和徐东明等'朋友圈&的人在

一家茶馆喝茶时#有人提议#大家

这几年都赚了不少钱#应该拿出一

部分给季建业夫妇'香香&了%提议

得到大家的赞同%

为了给季建业'香香&#徐东明

一次性将自己股票收益的
'"-

拿出

来送给季建业夫妇% 这
'"-

的股票

收益也就是季建业受贿案中数额最

大的一笔***

&&"

万元% 收受徐东

明的
&&"

万元时# 季建业夫妇商量

后决定不将钱拿回家%

'""$

年#当徐

东明问他们如何处置那
&&"

万元钱

时#季建业的妻子表示#钱先放在徐

东明那里#等用时再拿+当徐东明询

问可否用这些钱投资时# 季建业的

妻子欣然同意%表面上#这些贿款与

季建业夫妇没有关系# 但这些钱完

全掌握在其夫妇手中% 检察机关指

控徐东明共为季建业打理贿款
$!"

万元# 通过运作
)

年间将这些贿款

增值至
!"%"

万元%徐东明每年都要

向季建业的妻子汇报收益情况%

一家房地产公司为感谢季建

业在公司开发的项目建设规划审

批等方面提供帮助#以低于市场价

%)

万余元的价格#将一套别墅卖给

了季建业%公司的负责人知道是季

建业亲自修改了房屋结构平面图#

便给予了优惠价格# 并告诉季建

业#季建业对此表示感谢%

"&三线'失守毁了我#

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 案件

移交到检察机关后#季建业写下了一

份长达
!$

页
*"""

多字的悔过书%

在那份悔过书中# 季建业对自

己的犯罪事实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

为自己之所以走到今天#正是缘于自

己与多年老朋友的交往中 '三线&失

守!失去底线#不讲原则+失去界线#

不分彼此+失去防线#不加防范%

公诉书中对季建业的
&

项指

控#绝大多数涉及工程承揽$项目

开发$工作调动等%据了解#季建业

也曾将一些请托人给予的财物退

回#然而像徐东明这样多年交往的

'老朋友&#季建业从接受
'

万元的

空调开始#慢慢放松了警惕#甚至

变得麻木# 以至于觉得理所当然%

正是这种'铁哥们&间无底线的交

往#使得季建业不知不觉中滑入到

收受巨额贿赂的深渊%

廉洁：政治
生命的血脉

!

宋 伟

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受到

很多因素影响! 但是廉洁可以被认

为是政治生命的血脉" 一旦在廉洁

方面出现问题! 也就宣告着政治生

命的终结"对于这一点!南京市原市

长季建业有着深刻体会! 他在悔过

书中写道#$廉洁是
!

!事业%功名 %

地位%财富%尊严都是
"

"廉洁出了

问题!一切都等于
"

"&这个形象的

比喻深刻地道出了廉洁与政治生命

的依存关系! 然而季建业对这一问

题的领悟为时已晚' 与他同样陷入

腐败深渊的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

也在悔过书中写道#(我的政治生命

已经终止!我等待着最后的宣判!无

论什么结果我都接受) 我将在我的

有生之年好好接受思想改造! 以实

际行动来向党和人民赎罪! 向家人

谢罪"&可以看出!季建业和倪发科

在被查处之后! 产生了极为深刻的

认识! 他们的悔过书揭示了政治生

命赖以生存的根本基础就是廉洁"

季建业和倪发科的腐败案例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腐败行为发生的

共性! 对党员领导干部起到十分重

要的警醒作用" 任何一名党员领导

干部要想焕发政治生命的光彩!就

必须保证与腐败划清界限! 将廉洁

作为政治生命的血脉"

首先!要在思想上与腐败划清界

限!保证政治生命的血脉不受精神污

染!这是实现廉洁的重要基石"分析

季建业和倪发科的腐败过程不难发

现!他们本质上都是在思想层面出了

问题!季建业认为自己是(突破了原

则底线!迷失了权力界线!放松了思

想防线&! 而倪发科也认为自己的腐

败行为主要是在人生的晚年放松了

学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

问题"可见!思想防线的筑牢对于净

化政治生命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 要在人际圈上与腐败划

清界限! 保证政治生命的血脉不受

环境污染! 这是实现廉洁的核心要

素" 党员领导干部的不良人际圈往

往充满着腐败的陷阱! 如果不能够

有效约束自己! 就会陷入腐败的泥

潭"党员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无

论是亲人圈还是朋友圈! 都必须时

时净化%刻刻小心"从季建业和倪发

科的腐败行为看! 都难以脱离人际

圈的污染! 有的是亲人! 有的是部

下!有的则是朋友!但无一例外都在

通过人际圈与季建业和倪发科进行

腐败利益交换"

最后! 要在行为上阻断与腐败

的任何联系! 保证政治生命的血脉

不受任何感染! 这是实现廉洁的根

本保障"腐败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通过一定过程慢慢形成! 并且

往往都是从令人忽视的腐败雏形发

展而来"以倪发科为例!他自己认为

多年来没有学会抽烟%喝酒%打牌%

打麻将等不良嗜好! 但是却偏偏迷

上了玉石%玉器"殊不知!在这个迷

恋的过程中! 贪图享乐等腐败心理

已经悄然滋生! 最终铸成了人生大

错!终结了政治生命"

季建业和倪发科的教训! 应该

成为领导干部的前车之鉴" 在重构

政治生态这场攻坚战中! 每一名党

员领导干部政治生命的廉洁血脉都

如同涓涓细流!只有汇聚成河!才能

够涌出清澈纯净的甘泉! 从而发挥

净化政治生态的效用"因此!我们必

须将廉洁视为政治生命的血脉!缺

失了血脉的生命必将走向枯萎和死

亡"这是政治生命的规律!也是党员

领导干部的生存之道"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

究中心副主任)

季建业在庭上受审 常洪波
!

摄

倪发科!被“疯狂的石头”绊倒

我自被立案审查一年多来%除

了回忆交代问题%就是看书&学习&

悔过自己% 为什么在我人生的最后

一公里会犯下如此重罪% 并向组织

做了万言的剖析'

第一% 主要是在人生的晚年放

松了学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出现了问题% 导致了思想滑坡%党

纪&法纪标准降低失守(其主要表现

在痴迷上玉石& 玉器% 以至玩物丧

志(我担任副省长后接触的面广了%

层次高了% 看到的听到的各种社会

现象也多了% 致使我思想产生了错

觉% 把社会不正之风非主流现象误

认为是社会普遍主流潜规则% 以为

吃一点&喝一点&摆弄些字画&玩点

石头等是社会上一般人情往来和文

化交流% 在我这个职级层面上也没

少见%因而思想麻痹&放松了警觉(

由于在省政府分管国土资源工

作%又出于在六安老区工作十年的感

情%我帮助六安霍山县和金寨县开发

玉矿资源和加工玉器产业%大量接触

到了玉石&玉器%并开始研究钻研玉

石(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结识了省内外

一些玉石专家和玉石& 玉器爱好者%

能有机会请教和参加一些活动交流(

我从开始的搜集一般的玉石和矿石

标本% 到收藏省内外的一些玉石&玉

器和奇石%直至爱上玉文化%痴迷上

玉石&玉器%到了爱不释手&不能自

拔&玩物丧志的境地(

常言道 %)上有所好 % 下必甚

焉*(我不知不觉地收到了一些老板

大量的玉石+玉器%犯罪后经鉴定价

值
!"""

多万元% 才使我猛然警醒(

法律是无情的%我悔之已晚(这次法

庭上指控我受贿总额
!#)*

万元%其

中近千万是玉石&玉器和奇石%占我

受贿总额的
&"-

%除此之外%我的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的
%*"

万元中 %玉

石&玉器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多年来

我没有学会抽烟&喝酒&打牌&玩麻

将%但偏偏学会和痴迷上了玉石&玉

器%让所谓的)玉文化交流*这种糖

衣)雅贿*迷住了双眼%让疯狂的石

头把我绊倒%摔下万丈深渊%走向了

人生不归路(

第二%党纪法纪意识淡化%既没

有管好自己%又没管好家人%导致我

的亲属通过各种经营活动从我的关

系请托人手中得到了高达
'%&

万元

的违法所得( 不管他们的经营活动

往来我知情多少% 尽管我没有拿他

们所得钱财% 但是这种特定关系人

在法律界线上是清楚的% 他们的所

得等于我所得%对此%我有不可推卸

的法律责任( 我和我妻子
!!

年
'"

余次频繁地收受关系请托人
)#

万

元人民币% 尽管多数是经我妻子手

收受% 但我妻子事后都不同程度告

诉了我% 这个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更应由我全部承担(

第三%贪图&享乐&攀比心态滋

长(我接受郑某等人对我家庭住房装

修和修缮及丁某安排我家人到海南

度假旅游%完全是我享乐主义思想和

攀比心态所致(我总感到辛苦了一辈

子% 应该到了老有所乐的时候了%应

为老人尽点孝心% 为子女尽点责任

了(从而忘记了党纪&法纪%放松了对

自己的要求%把上述问题看成是官场

上普遍现象%法不责众%没什么大问

题%这种侥幸心态铸成又一大错(

一年多的反思% 让我深深感受

到%我愧对了党和人民对我
)"

多年

的培养和教育%愧对了六安老区
&""

万人民%愧对了十年来爱护关心&帮

助& 教育过我的各级老领导& 老同

事% 愧对了我的家庭( 我老母亲已

$!

岁高龄%曾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

含辛茹苦用米糠和野菜让我活了下

来%之后省吃俭用供我读书(我去年

出事后%老人整日以泪洗面(妻子因

我涉案受审% 女儿因我受到影响婚

恋破裂%至今独身一人(几十年来 %

我不但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

任% 反而让她们为我背负贪官骂名

的耻辱%并将长期的痛苦煎熬(是我

自己毁掉了自己% 害了家人和亲朋

好友%毁掉了自己的家%我深感对他

们的愧疚(一失足成千古恨(

犯罪后我深深地体会到% 假如

)八项规定*)反四风*)老虎苍蝇一起

打* 的重大举措早出台
#

年至
%

年%

我可能也不至于痴迷上疯狂的石头%

犯下如此重罪(血的代价和沉痛的教

训让我认识到%党中央对党员领导干

部从严要求和严格管理是对党员领

导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

我的政治生命已终止% 我等待

着最后的判决% 无论什么结果我都

接受( 我将在我的有生之年好好接

受思想改造% 以实际行动来向党和

人民赎罪%向家人赎罪(

"

本报通讯员赵洪森 记者卢

金增整理
#

编者按 2月28日，山东省东营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安徽省原副省
长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认定被告人倪发科犯受贿罪、巨额财
产来源不明罪，二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
民币100万元。倪发科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作为一名曾上山下乡的知青，倪发科从生产队一级的村官做起，一步
步走上省部级领导干部岗位。他是如何腐化堕落，最终沦为阶下囚，成为
“雅贿”腐败的典型样本的？对此，倪发科在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进行了自
我剖析和忏悔。

下面是倪发科最后陈述的部分内容———

倪发科在庭上受审 黄莹
!

摄

一周记录 (

$

月
%&

日
'$

月
($

日)

文稿统筹*高 斌 点评*李国民

两只“老虎”的腐败轨迹揭秘
"

警
示
录

$

月
($

日

"

王永春郭永祥蒋洁敏李春城被

提起公诉
'#

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

党组成员#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大庆石油管理局原局长王永春涉嫌受贿$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四川省文

联原主席郭永祥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经

依法指定管辖# 分别由湖北省襄阳市检察院和湖北

省宜昌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此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 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受

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

案#中共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涉嫌受贿$滥用

职权案#经依法指定管辖#

!$

日分别由湖北省检察

院汉江分院和湖北省咸宁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点评*)打虎*进入)审判季*%一大批高官的犯罪

事实将公之于众(等待)老虎*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

月
()

日

"

福建省副省长徐钢被查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

月
'"

日消息#福建

省副省长徐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组

织调查%

点评*徐钢是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第
$$

名省部

级领导干部%同时也是福建)首虎*(福建是个比较

特殊的省份%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此工作过(

福建)首虎*的落马%再次向世人宣示,反腐没有地

域禁区%只要违纪违法%就休想逍遥法外(

$

月
%*

日

"

山西县委书记成腐败重灾区
山西省纪委

!$

日晚对外发布消息称#该省运城

市夏县县委书记葛作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

接受组织调查%据不完全统计#

'"!)

年至今#山西已

有
$

名现任县委书记# 以及
$

名原任岗位为县委书

记的官员落马%有舆论指出#处于中国反腐风暴重灾

区的山西省#县委书记成为当地腐败的重灾区%

点评*山西发生)塌方式腐败*已是定论(但究

竟是)上行下效*---上级领导带坏了县委书记%还

是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县委书记把上级领导

拖下了水.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

月
%+

日

"

许爱民因严重违纪被免职
据新华社

#

月
!*

日电 # 鉴于许爱民严重违

纪# 政协江西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一次会议决定# 免去其政协江西省第十一届委员

会副主席职务$ 撤销其政协江西省第十一届委员

会委员资格%

'

月
!&

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

消息称#经查#许爱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影响#

为女儿$ 女婿在公务员录用和职务晋升方面谋取

利益+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弄虚作

假#骗取'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称号&荣誉#构成严重

违纪#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副省级待

遇#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点评*开除党籍+免职+连降四级%许爱民为自

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代价(不过%与其他)老虎*相

比%他算幸运的了(

$

月
%&

日

"

国办下发意见清理%驻省办$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关于清理规范驻省会城市办事机构的指导意见-(

要求精简整合驻省会城市办事机构(积极推动驻省

会城市办事机构职能转变(严格规范驻省会城市办

事机构公务接待工作%

点评*)驻京办*之后%轮到)驻省办*了(当年

裁撤整顿)驻京办*%一些地方搞了不少)变通*%导

致有的)驻京办*至今仍名亡实存()驻省办*情况

更复杂%如何有效防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需

多动脑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