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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人!徐孟加

原任职务!四川省雅安市委书记

触犯罪名!受贿罪!滥用职权罪

判决结果!

!"#$

年
#!

月
%#

日"四川省达州市中级法院对其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六年"并

处没收个人财产
!&

万元#

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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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年
##

月间"徐孟加利用职务便利"收取贿赂和干股共计折合人民

币
($)

万元!其中未遂
#(&

万元""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
#*!

亿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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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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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苏晨 郭丽

记者 刘德华整理

“我非但没有让哥哥扬眉吐气，反而让他成为我受贿的帮凶，也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

用权力回报亲情，结果害人害己害国家

我曾经是一个高举理想主

义旗帜的热血知青# 怀着对改

革开放的一腔热情我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

年正式成为一

名国家公职人员# 辛勤的汗水

浸润了梦想的土地$ 我不觉得

累# 很快$ 我出色的工作赢得

了领导的赞许#

!&&+

年$ 我被

提拔为雅安市委书记#

当时的我一心扑在工作

上$ 对家里自然照料甚微# 这

么多年来$ 我年迈的双亲全靠

哥哥一个人操心# %你是做大

事的$ 可不能为了儿女情长耽

误了前途# 家里的事情就交给

我吧# 哥哥我做生意这么多年

了$ 在外面好歹也算是个大老

板 $ 这点儿小事还摆不平 & '

每当因疏于照顾父母我面露愧

色时 $ 哥哥总是这样安慰我 #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发现哥哥

比同龄人看上去老很多$ 原本

黝黑的发丝间夹杂着越来越多

的银发# 我心生酸楚$ 但想到

哥哥的生意做得不错$ 经济情

况好一些$ 我的愧疚便减轻了

不少#

转眼到了
!&&)

年# 在一次

考察中$ 我偶然得知哥哥并不

是什么大老板$ 他口口声声顺

风顺水的生意$ 不过是为了打

消我的顾虑$ 让我在事业上没

有后顾之忧# 那一瞬间$ 多年

支撑我的心理支柱垮了 # 原

来 $ 我对这个家付出得太少 $

全靠哥哥一个人挑起生活的重

担# 他那丝丝银发是岁月的风

霜# 多年积累的愧疚排山倒海

般向我涌来# 我急切地想为哥

哥做点儿什么# 可是作为公务

员的我囊中羞涩$ 拿什么来回

报呢& 权力$ 只有权力# 他有

个当市委书记的弟弟$ 他应该

扬眉吐气了# 但是$ 急于报答

哥哥的我用错了方法# 在一个

又一个项目中$ 我让自己和哥

哥非法获利$ 金额一笔大过一

笔# 然而$ 我非但没有让哥哥

扬眉吐气$ 反而让他成为我受

贿的帮凶$ 也走上了违法犯罪

道路#

我入狱后$哥哥非常自责#

他说是他害了我$ 在他的影响

下我才走上这条不归路# 可是$

要是我的信念如磐石一样坚定

不移$我怎会走到这一步呢# 我

自己知道$ 在不知不觉中我的

党性早就泯灭了$ 贪欲从心中

伸出手$不断地索取着#

当被冰冷的手铐铐上$ 我

才如梦初醒 $ 如今回想这一

切$ 真是一场糊涂梦# 我曾以

为 $ 只有用权力来慰藉亲情 $

却忘记了权力是人民给的$ 万

不可用来谋取私利# 一失足酿

成千古恨$ 一步踏错$ 我不但

惹来牢狱之灾$ 也亲手将哥哥

送上了审判台#

听说我被宣布免职的那

天$ 雅安市民聚在一起$ 自发

买来鞭炮礼花尽情燃放# 我在

这个城市主政七年$ 上任时的

豪言壮语我还记得$ 但是我没

有做到$ 我亏欠这座城市和这

里的人民# 此刻$ 我的耳边仿

佛还能听到那阵阵鞭炮声$ 那

愤怒的爆竹声好像成了雅安人

民的语言$ 一字一句地细数着

我的罪状$ 让我痛不欲生$ 每

天都在悔恨中度过#

"更多贪官忏悔详见正义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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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有钱与同学朋友“礼尚往来”，他竟挪用公款买彩票———

行长迷失在一夜暴富的美梦里

!

江舟 马业彪

贪图奢靡享乐% 幻想一夜

暴富" 海南省白沙县邮政储蓄

银行牙叉东路支行原行长符嘉

嘉" 利用职务便利" 挪用公款

#%&

余万元用于购买彩票和吃

喝玩乐$ 欲发横财的美梦破灭

后"他选择了投案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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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白沙

县法院以符嘉嘉犯挪用公款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九年$近日"记

者前往白沙县检察院" 听办案

检察官细述此案始末$

挪用公款

刚过而立之年的符嘉嘉经

过几年打拼" 被提升为白沙县

邮政储蓄银行牙叉东路支行行

长 $任职初期 "他还算尽职 $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应酬逐

渐增多" 不过" 大都是别人埋

单$他心里清楚"每个月几千元

的工资要养家糊口" 哪有多余

的钱涉足舞厅!酒店&他常为自

己没有钱与同学朋友 '礼尚往

来(而叹息#

苦闷几天后" 他想出了一

个万全之策#守着银行金柜"何

不来个'借鸡生蛋("挪用一笔"

赚了钱再悄悄还上# 案卷资料

表明)

!&#$

年
%

月"符嘉嘉开始

挪用公款" 从他掌握的综合柜

员钱箱里挪用了第一笔
,

万元

购买彩票# 他梦想在彩票市场

捡金拾银发横财#

从开始一次购买几十元彩

票到一次几百元几千元**他

购买的彩票一次比一次多 $不

到一个月" 挪用的
,

万元便花

光了$他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

全赔了进去$

有道是" 贪欲之门一旦打

开便无法关闭$ 符嘉嘉又连续

挪用了几笔$他自信他是行长"

没有人敢查他的账" 于是将挪

用的公款除雷打不动地购买每

期彩票外" 也开始与同学朋友

'礼尚往来($

案发后" 符嘉嘉的同事们

讲" 符嘉嘉经常和他们一起出

去吃饭 !喝酒 !唱歌 "大都是符

嘉嘉埋单" 且每次消费都在一

两千元$

白沙县旺达商行经营彩票

业的吴老板证实" 符嘉嘉经常到

他们店里购买彩票"少则几百元"

多的时候曾一次买了
,&&&

元$

掩盖罪行

挪用公款的数额越来越

大"符嘉嘉虽心存侥幸"但也担

心被发现$ 如何才能既挪用公

款又不被发现" 苦思冥想几天

后他想出一条妙策" 那就是通

过电脑调整账目$ 他利用支行

行长的权限" 开始从电脑系统

调账" 即从普通柜员的虚拟尾

箱调到综合柜员尾箱" 或者从

-./

上把账调平 $然后 "继续

挪用公款$

办案人员侦查发现" 符嘉

嘉从
!"0$

年
%

月开始挪用公

款 " 到
(

月
0!

日已经挪用了

0%"

余万元$其中 "第一笔挪用

了
,

万元 " 最后一笔是
(*+

万

元"最大的一笔是
'

万元$

随着巨款不断到手" 符嘉

嘉开始 '居高临下( 地审视别

人"一副财大气粗的派头$一时

间"他成了酒店歌厅的常客$真

是金钱到手"忘乎所以$如此一

来" 百余万元巨款很快被他挥

霍一空$

被迫自首

符嘉嘉一直认为" 按照银

行内部的现金流量计算" 挪用

款项在
0)"

万元至
!""

万元"通

过调账的方法是可以不被发现

的" 只有几个部门联合检查才

能发现少款情况$因此"他一直

心存侥幸" 盼望有一天时来运

转中个大奖" 然后神不知鬼不

觉地还上挪用的公款$

正当他沉醉在中大奖发横

财的美梦之际" 他最担心的事

情要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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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白沙县

邮政局和县邮政储蓄银行的管

理人员来到牙叉东路支行联合

检查"符嘉嘉慌了$他觉得挪用

公款的事再也瞒不住了" 于是

向前来检查的人员交代了挪用

公款的事情" 并于当日到白沙

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警方依照

案件管辖" 将案件移送白沙县

检察院$

(

月
!'

日" 符嘉嘉被白沙

县检察院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刑

事拘留+

+

月
0!

日"被依法决定

逮捕$

办案干警问)'你多次挪用

公款难道就不怕被发现吗&(

符嘉嘉说)'我们每天都会

有互盘" 就是相互清点对方钱

箱里面的现金是否账款相符 $

我因为挪用资金不肯让别人清

点$因为我是支行行长"支行里

的人是不能监督到位的$ 后来

挪用的多了" 我就开始把账调

平来应付盘点和上面的检查 $

我挪用的钱大部分用于购买彩

票"其中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

具体金额记不清楚了$(

交代完后" 符嘉嘉感慨地

说"如今才真正体会到'一失足

成千古恨 (的道理 $不过 "一切

都晚了$事后"他让家人退出了

%$

万元赃款"以示悔罪$

亡羊补牢

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 "金

融系统工作人员挪用公款购买

彩票并不是单纯! 孤立的一种

腐败现象$深层次的问题是)权

力缺少制约$ 一些金融系统工

作人员权力过大且不受制约 $

因此" 要遏制挪用公款这种腐

败现象"除了强化教育!提高觉

悟外" 重要的是要引起高度重

视"做到严管重罚$

因此" 符嘉嘉挪用公款案

办结后" 白沙县检察院向该县

邮政储蓄银行发出 ,完善银行

规章"预防职务犯罪-的检察建

议" 督促涉案单位严格执行金

融法律法规" 对容易出问题的

环节建立健全相应的防范措

施"使银行人员做到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责任到人$涉案单位

接受检察建议进行了整改 "消

防了管理隐患"堵塞了漏洞$

哈尔滨南岗：严把行贿查询关
!

本报通讯员 王 熹微

秀娟 记者 闫佳楠

近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南岗区检察院向涉嫌不正当竞

争的两家公司告知了不予出具

行贿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的受

理结果"两家公司未表示异议$

%

月初"南岗区检察院预防

科在审核某县总控制价为
0(0!

万余元节水增粮工程项目的行

贿档案查询申请材料时"发现黑

龙江某源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某源公司'"和黑龙江某

龙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某龙公司'"可能存在不正当竞

争$该院立即对相关情况进行了

细致的调查"发现两家企业存在

四个问题)一是当天一同递交行

贿档案查询申请的两家公司材

料互相混杂"某源公司申请材料

中包含某龙公司的营业执照和

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并加

盖某源公司公章$二是两家公司

虽经办人不一致"但介绍信上的

笔迹相同$三是两家公司的行贿

档案查询申请书" 纸张材质!格

式字体及印刷效果完全一致$四

是两家公司营业执照上的注册

地距离较近$

该院预防干警因此判断这

两家公司可能有关联关系"且存

在不正当竞争$于是"他们立即

向主管检察长及哈尔滨市检察

院预防处汇报$经研究"此情况

按照最高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工作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应当

建议其上级单位或者有关主管

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并不予出具

行贿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该院

预防科深入了解发现"该项目已

在黑龙江省水利厅备案"涉及宝

清!绥滨等多个县市$预防干警

还针对有关联关系的企业是否

能同时参与同一项目竞标的问

题请教了业内专家"在得到专家

否定的答复后"为防止两家公司

通过其他途径不正当参与该项

目竞标"该院预防科科长廉迎涛

向黑龙江省水利厅招投标管理

中心处长茅健通报了相关情况"

建议加强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的监管"防范不正当竞争行为发

生" 避免国家资金遭受损失$茅

健表示"要为水利项目招投标工

作把好廉洁关"确保招投标工作

公平!公开!公正$同时感谢检察

机关的有效监督"并对行贿犯罪

档案查询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卢氏：检察建议规范非税收入
!

王飞 张诚

近日"河南省卢氏县县委书

记王占方在该县检察院呈报的

,卢氏县人民检察院通过办案发

现造成环境资源非税收入流失

有五大原因应予重视-的报告上

作出批示)'县检察院办案与预

防同步的做法既服务了全县工

作大局" 又增加了地方财政收

入"值得全县行政执法单位和其

他司法机关学习借鉴$(

!"0$

年下半年" 有群众向

卢氏县检察院反映该县环保局

稽查中队在征收排污费过程

中"存在使用旧发票!收取大额

现金等 '乱收费 (现象 $为了彻

底解决环境资源领域执法不规

范问题" 该院确定了 '源头治

理" 专项预防" 预防与办案同

步进行( 的工作思路" 并迅速

在全县行政执法领域开展专项

预防$ 该院把对县环保局的执

法监督作为突破口" 由职务犯

罪预防部门牵头" 抽调三名干

警组成专项预防小组" 对环保

局稽查中队的执法活动依法监

督$ 预防小组通过调阅执法档

案! 核查账目! 走访群众和企

业等方式" 仅用三天时间就发

现环保局稽查中队罚没票据管

理混乱! 违规截留罚没收入等

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 认

为这些 '乱收费( 背后可能存

在职务犯罪问题"并锁定了相关

人员$

迫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专

项预防的强大压力" 该县环保

局稽查中队余某! 喻某某投案

自首" 交代了自
!"",

年以来合

伙挪用排污费累计
0'!

万元用

于个人经商!投资"以及喻某某

单独贪污
%

万元的犯罪事实 $

随即" 该院又查处了该局张某

某玩忽职守造成环境资源非税

收入损失
0%'

万余元!县财政局

综合科科员张某某玩忽职守造

成非税收入损失
)!

万余元的犯

罪事实$该院的这次专项预防"

为国家挽回非税财政收入合计

$0"

余万元"

$

名涉案人员均被

法院作出有罪判决$

该院结合办案查找职务犯

罪背后的原因" 梳理出导致环

境资源非税收入流失的五大原

因"及时向县环保局!财政局发

出检察建议" 要求建立对非税

收入信息共享和动态监控机

制"强化非税收入的结算监管"

严格执行非税收入 '收支两条

线(等一系列财经纪律规定$

该检察建议引起了卢氏县

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县委书

记王占方的直接推动下" 在全县

范围内启动了非税财政收入法律

监督专项活动$ 该院对全县的财

政!税务!技术监督!环保等行政

执法人员开展了警示教育" 为执

法人员勤政廉政套上了 '紧箍

咒($同时"建立和细化了行政执

法规范
!"

余项"进一步规范了该

县环境和资源领域的行政执法活

动"为非税收入及时!足额上缴财

政提供了司法保障" 受到当地群

众和企业的称赞$

吕梁：聘请48名党风廉政监督员
!

郭刚 杨凯 赵亚路

%

月
00

日" 山西省吕梁市

检察院检察长宁建新为该院聘

请的
$)

名党风廉政监督员颁

发了聘书$ 此举旨在进一步加

强对全市检察机关及检察干警

纪律作风和执法办案的监督制

约"延伸监督触角"扩大监督范

围"以做到监督无死角$

一纸聘书虽小" 但是其背

后却蕴藏着沉甸甸的责任 $笔

者了解到" 党风廉政监督员主

要负责监督全市检察机关及干

警依法履职!秉公执法!文明执

法! 廉洁自律! 遵纪守法等情

况+反映!传递群众对全市检察

机关及检察干警违法违纪行为

的举报+ 跟踪监督检察机关重

大执法活动或有重大影响的社

会各界关注的重大案件+客观!

公正! 实事求是地评价检察机

关党风廉政建设情况" 认真负

责地提出意见!要求!建议和希

望+开展专题调研工作"办理检

察机关委托的其他事项等$

该院纪检组组长陈学明告

诉笔者)'党风廉政监督员不仅

挑选范围广" 而且具有代表性$

$)

名党风廉政监督员有来自

省!市!县各界的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纪检委员"也有来自各行

各业的代表"囊括了机关!媒体!

企业!学校!农村等行业"进一步

扩大了对检察工作的监督面$(

落马官员悲叹：垃圾池也能“淹”死人
!

本报特约记者 汪宇堂

通讯员 冯邓 赵博

!

月
!)

日" 河南省邓州市

住建局项目办原负责人刘舛记

因受贿
("

余万元" 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八年$ 面对判决" 已

近花甲之年的他没有上诉$ 他

后悔地说)'本想退休之后到郑

州带孙子! 享清福" 没想到只

因动了贪念 " 垃圾池里也能

.淹/ 死人**(

出生在农村的刘舛记" 走

上工作岗位后一直勤勤恳恳地

工作 " 过着忙碌而充实的日

子$ 然而" 他的人生却在
!"0%

年偏离了正常轨道$

!"0%

年底 " 按照工作安

排" 邓州市彭桥镇垃圾处理厂

项目开始招标建设" 刘舛记作

为项目负责人" 积极准备着工

程招标的前期准备工作$ 此时

的他" 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工作

风格 " 认真仔细 " 严谨负责 "

希望能够站好最后一班岗$

招标信息公示后的一天 "

刘舛记的一个朋友张某打电话

给他" 称朋友多日不见" 希望

能够见面聚一聚$ 刘舛记以为

这只是朋友间的单纯聚会" 便

欣然赴约$ 当晚" 在一家酒店

的包间里" 刘舛记在饭局上见

到了张某的朋友郎某$ 酒过三

巡后" 张某对刘舛记说) '这

位小兄弟郎某想为邓州垃圾处

理工程出点儿力" 还希望你能

从中帮忙 $( 刘舛记立即回答

说 ) '工程项目面向社会招

标" 公平公开" 只要有资质有

实力 " 都可以参加投标 " 但

是" 最后花落谁家" 还得凭真

本事$(

这时" 张某开始了自己的

游说 ) '你明年要退休了吧 "

为别人辛苦了半辈子" 该为自

己考虑一次了$ 你工作以来的

兢兢业业又得到什么了& 一纸

荣誉不过是过眼烟云" 能给你

在郑州工作的儿子买套房吗 &

为自己考虑考虑吧$(

儿子是刘舛记心中的软

肋" 张某这么一说" 他感到有

些不平衡了$ 身边的朋友" 把

孩子送出国的送出国" 在大城

市买房的买房$ 但是" 自己的

儿子在郑州买套房还欠着几十

万元" 他真不想让孩子背负着

债务过一辈子**想着想着 "

微醉的刘舛记动摇了" 他觉得

确实该为自己争取点儿什么

了$

几天后" 张某% 郎某再次

找到刘舛记" 希望他能在招标

中多多关照$ 刘舛记嘴上依旧

说着凭实力招投标的话" 但是

语气却明显松动了$

会来事的郎某适时地提出

可以帮刘舛记把他儿子在郑州

买房的尾款交清" 并送上乔迁

之喜
$"""

元$ 刘舛记虽然嘴上

依然义正辞严" 但心里却打起

了 '小九九 (" 他满含深意地

对张某说) '这怎么能行" 我

怎么能无端收这么多钱$ 这笔

钱算我替儿子借郎总的" 到时

候我是要还的$ 张老弟可要做

个证人啊 $( 张某立刻心领神

会" 他说) '那是那是" 这钱

是借的 " 我证明 $ 要不这样 "

周六我们一块到郑州看看" 把

这事给办了 $( 刘舛记听后满

口答应$

于是 "刘舛记 %张某 %郎某

三人到了郑州" 郎某帮刘舛记

把购房尾款悉数结清$ 刘舛记

认真地写了个'借据("内容是)

因家中有事" 借郎某现金
("*$

万元"事后即还$ 借款人落的是

儿子的姓名" 张某则在证人一

栏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不久后" 垃圾处理项目开

标" 郎某的公司不出意外地顺

利中标$ 然而" 仅半年后" 刘

舛记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事

案发了$ 邓州市检察院迅速介

入 " 侦查人员通过秘密初查 "

很快掌握了刘舛记收受投标人

郎某贿赂的相关证据$ 可刘舛

记到案后却百般狡辩" 称这笔

钱是借的" 不是受贿$ 侦查人

员运用数据恢复系统对其所用

电子设备的相关数据进行恢

复" 从中发现了刘舛记与郎某

所签的 '借据( 照片及 '见证

人( 张某的签名" 从而牢牢锁

定了整个证据链" 形成了合法

有效的证据锁链 $ 铁证面前 "

刘舛记只好坦白交代了自己的

犯罪事实$

近日$河北省沧州市首届预防职务犯罪书法(绘画(摄影展在沧州

市名人美术馆开幕$共展出
!$!

幅作品$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参观#

本报通讯员鲁雅丽 记者肖俊林摄

张浩
+

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