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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都农商银行

“三项措施”推进案防长效机制
为进一步强化案防工作! 山西尧都农商银行营业部

在签订案件防控治理工作责任书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

针对案防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认真分析" 查找不足"

寻找对策# 通过广泛排查" 注重整改" 加强教育等三项

措施! 该行积极推进案防长效机制建设! 确保营业部连

续实现 $零发案%#

广泛排查% 增强内部管理& 尧都农商银行在日常管

理中切实增强案件防控工作的预见性和针对性! 通过对

重要岗位& 重点环节& 重点业务开展纵横式& 立体化的

查防! 及时将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针对存在的问题! 尧都农商行在每月召开案件防控

工作例会时! 进行分析& 问责! 坚持做到查透原因& 措

施到位& 责任清楚! 风险管控力度逐步加大#

注重整改% 推进合规操作& 尧都农商银行采用典型

教育法! 对出现违规行为的员工进行集中教育培训# 对

问题整改! 采用台账跟踪法! 在办公室建立违规问题纠

改台账! 逐笔明确纠改责任人! 详细记录跟踪违规问题

整改情况# 这一办法的实行! 有效地助推了对违规问题

的整改! 有效地降低了违规率#

加强教育% 确保警钟长鸣& 尧都农商银行每月召开

专项案件防控教育! 以金融违法典型案件为教材进行思

想教育# 他们通过集中学习 $五不准& 六严禁%! 观看反

腐倡廉警示教育片! 接受廉洁从业警示教育! 牢固树立

正确职业操守# 他们将近年在检查中发现的典型违规案

例! 作为员工合规教育的重要载体! 帮助员工解析病因!

探究根源! 纠正习惯! 使合规文化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李世娟"

慷国家之慨 肥一己之私

专做“好事”的村支书落马了

"

本报记者 刘德华

通讯员 唐建东

$村干部跟自己多年! 辛苦

了!该给他们搞点钱'乡亲们很信

任自己!难得国家有征地拆迁!我

也该给他们做点好事((% 四川

省蓬安县相如镇帽盒沟村原支部

书记祝群莲把权力当成自己 $做

好事%的工具!在肥了自己的$腰

包%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牢狱

之灾)))

近日!经蓬安县检察院提起

公诉!法院对祝群莲贪污 &受贿

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以贪污罪&

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祝群莲有

期徒刑十一年#

一审判决后!祝群莲不服提

出上诉!目前此案正在二审中#

把权力当作 '做好事(

的工具

今年
!"

岁的祝群莲!年轻时

嫁到相如镇帽盒沟村# 由于祝群

莲待人和气& 做事干练& 肯帮助

人!经群众推荐!

#$$%

年被任命为

村里的妇女主任!一直干到
&'''

年#

&''#

年初! 村两委换届选举!

祝群莲被推选为村支部书记#

由于当村支书收入不高 !

&''(

年她外出务工 #

"

年打拼

后!发现外面的钱也不是那么好

挣!而村里的地理位置优势日渐

显现!她觉得 $当村支书还是有

搞头的 %#

&'#'

年
)

月
#%

日 !祝

群莲再次被选为村支部书记#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祝群莲

很会 $做好事%#

&'#&

年下半年!

杨某听说帽盒沟村要拆迁!想将

二儿媳作为自己大哥的养女!以

便获取补偿款# 他找到祝群莲!

祝群莲表示说*$这是好事!应该

支持+%祝群莲全力协调此事!成

功后收受杨某送来的
&

万元$感

谢费%,

)做好事(成了)摇钱树(

祝群莲有一套自己的 $原

则%*不做$好事 %坚决不拿任何

好处! 只要尽力帮助了别人!得

的好处才$心安理得%!别人也不

会告发, 祝群莲任村支书以来!

蓬安县城向南发展!实验中学新

校区"清溪河整治工程等均在帽

盒沟村的$辖区%内,

$你们家土地赔偿问题不用

担心+乡里乡亲的嘛+我一定会关

照的+%祝群莲微笑着对村民黎某

说,她果然没有骗乡亲!在计算土

地赔偿时让黎某尝到了足够的甜

头,

&'#(

年
*

月! 黎某给祝群莲

送来了
#

万元感谢费! 对她关照

自己土地赔偿一事表示感谢,一

开始!祝群莲还假意推托!到后来

也就收下了,

渐渐地!村民们都知道了$祝

书记很愿意帮助人%,张某也想在

拆迁上多挣一点!他找到祝群莲!

祝书记果然没让他失望,

&'#(

年

%

月!张某送上感谢费
#+#

万元钱,

用祝群莲的话说 !$没有我

的帮忙!村民想得好处肯定办不

成,他们就是为了感谢我之前的

帮忙! 也想让我继续帮助他们!

才送我的钱,%

经调查查实!祝群莲在协助

征地拆迁补偿等工作时!利用职

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中饱私

囊!先后收受该村村民感谢费共

计
!+#

万元,

)同甘共腐(打造共同体

$村支书也不好当! 如果不

能给班子成员-好处.!我这个支

书-也不称职.!而且-翻船.的可

能性很大,% 为了协调好与班子

成员的关系!祝群莲也想了很多

点子! 逢年过节到家里走访!争

取到机会后!也要给班子成员甜

头,

据查证!祝群莲在多为村民

丈量赔偿面积时!直接就说*$你

卡上多出来的几千元钱是村上

的钱!领下来给我+%最后发展到

直接虚构村民赔偿面积!将赔偿

款放在她和班子成员的账上,

据祝群莲归案后交代!

&'#&

年
#'

月!虚报青苗林木补偿款!

套取国家补助资金
(

万元'

&'#&

年底! 骗取财政资金
*+!

万元'

&'#(

年
)

月! 虚报青苗林木&鱼

塘&公路堡坎涵洞补偿款 !骗取

国家财政补助资金
(+$

万元!每

次祝群莲和其他两位班子成员

都会均分,

正当祝群莲得意时!

&'#(

年

#&

月初!她听说本村村民张某和

王某正在向领导反映自己贪污腐

败的问题,$我绝对是一个对得起

村民&对得起干部的人+%祝群莲

信誓旦旦地说,诚如她所言!她确

实是做了一些$好事%!但那实际

上是慷国家之慨!肥一己之私,

&'#!

年
#

月
#'

日! 蓬安县

检察院对祝群莲立案侦查, 同年

(

月
"

日! 祝群莲被移送审查起

诉,近日!蓬安县法院公开宣判!

以贪污罪& 受贿罪判处祝群莲有

期徒刑十一年! 并处没收全部涉

案资金,

受贿案虽已判 渎职罪也别想“跑”
安徽淮南：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两责任人因玩忽职守漏罪受审

本报讯 *记者吴贻伙# 多

次收受煤矿矿长贿赂后! 对非法

开采行为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以至于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

亿余元,

!

月
#"

日! 安徽省

淮南市谢家集区东方煤矿 $

)

/

#$

% 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两名责任

人柏发新& 余启林继因犯受贿罪

被判刑后! 又因涉嫌玩忽职守罪

出庭受审,

&'#!

年
)

月
#$

日 ! 安徽省

淮南市谢家集区东方煤矿非法越

界区域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 !

造成
&"

人死亡&

#

人受伤! 直接

经济损失
!*''

余万元 , 经事故

调查组认定! 这是一起由于非法

越界开采! 拒不执行停产指令 !

蓄意隐瞒违法生产行为! 现场管

理混乱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 事

故发生后! 共有
!&

名责任人受

到处理! 其中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

人 ! 包括谢家

集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

柏发新& 原总工程师余启林,

就在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发生

的前一天 !

&'#!

年
)

月
#)

日 !

柏发新& 余启林因犯受贿罪! 分

别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零六个月和五年, 据一审法院判

决认定! 柏发新共收受
#&

名矿

长和
#

名井长所送的贿赂款
&"!%

万元! 余启林则先后收受
#*

名

矿长送上的
#"+*

万元, 被移送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东方煤矿

矿长于清泉! 也是柏发新& 余启

林受贿案的行贿人, 法院判决认

定! 为在安全生产监管中得到关

照! 于清泉于
&'#&

年至
&'#(

年

共送给柏发新
!

万元! 送给余启

林
(+)

万元,

淮南市谢家集区检察院起诉

指控! 东方煤矿为了获取非法利

益 ! 于
&'#'

年非法越层越界对

煤层区域进行开采, 柏发新& 余

启林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因

严重不负责任 ! 不认真履行职

责! 致使东方煤矿大肆非法越层

越界盗采国家煤炭资源 , 经鉴

定! 东方煤矿越层越界开采的煤

炭价值人民币
#+!(

亿余元,

检察机关认为! 应当以玩忽

职守罪追究柏发新& 余启林的刑

事责任, 两人在判决宣告以后 !

刑罚执行完毕前! 被发现在判决

宣告前尚有漏罪! 依法应数罪并

罚,

法院没有当庭宣判,

孕妇贩毒受审 辩方质疑取证合法性
浙江温州：侦查人员首次出庭作证

"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温 萱

近日!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法

院的证人席上出现了一名特殊的

证人)))公安机关侦查人员 !他

为侦查机关所提供证据的合法性

作相关说明, 在取保候审期间重

操旧业贩毒的张小雪等
!

人涉嫌

贩卖& 运输毒品案开庭审理,据

悉! 这是刑诉法修改后温州市检

察院办理的首例侦查人员出庭作

证案,

孕妇取保期间再度贩毒

&'#!

年
(

月
#%

日!经群众举

报! 胡兴明在温州市鹿城区荷花

路的毒品交易现场被捕,当晚!公

安人员在他的暂住处搜查! 发现

大宗毒品! 并抓获他的同居女友

张小雪,经鉴定!从胡兴明&张小

雪处缴获氯胺酮!俗称
,

粉"合计

&'+!

千克! 神仙水等液体毒品合

计
#+*

千克!冰毒
$%"+&

克等,

经讯问!胡兴明&张小雪供认

毒品来源于林国富&邱迪,此前!

两人还曾以
#'

万余元的价格在

林国富处购买
#'

千克$

,

粉%,但

两人觉得毒品质量不好! 要求更

换或退款, 林国富指使邱迪取回

该毒品!但此后并未更换毒品!也

没有退回毒资,

张小雪被捕归案后! 因有孕

在身! 公安机关按规定将强制措

施变更为取保候审, 后张小雪产

下一男婴!但仍然不思悔改!继续

从事毒品运输, 在途经高速路卡

点时!张小雪被当场抓获!现场缴

获毒品
&+$

千克,至此!加上取保

候审前贩卖&运输的毒品!张小雪

涉案毒品共计达
(*+$

千克,

庭审现场% 张小雪 )独

揽(重罪

庭审中! 对于在住处缴获的

大宗毒品! 张小雪与胡兴明是否

构成$共同犯罪%成为法庭辩论的

焦点, 张小雪称自己与胡兴明感

情早有裂痕! 案发前已与他分居

各自实施贩毒! 并在法庭上多次

强调住处缴获的毒品均为自己购

买!胡兴明并不知情,

出庭支持公诉的温州市检察

院检察官则认为二人构成共同犯

罪* 张小雪与胡兴明的争吵恰恰

是因共同贩毒而产生的意见分

歧! 并不能证明两人没有共同犯

罪的意思联络,此外!胡兴明的母

亲等证人也证实张小雪和胡兴明

一直同居并育有一子! 在主观上

应知道对方从事毒品贩卖活动,

电子物证检验报告也显示! 他俩

在微信上常用暗语沟通贩毒事

宜,从客观方面看!胡兴明曾为张

小雪汇款供她购买毒品, 公诉人

认为!张小雪的辩解不能采信!不

过是为胡兴明开脱罪责,

侦查人员出庭% 说明取

证合法性

面对辩护人提出的部分证据

涉嫌非法取证的质疑! 公诉人依

法向合议庭申请侦查人员出庭作

证, 辩护人针对缴获现场毒品称

重& 扣押笔录制作提出合法性质

疑!经办此案的侦查人员解释*没

有料到现场能搜出大量毒品 !所

以案发前我们没有携带相关称量

工具!但回到派出所后!就及时进

行了称量, 因现场没有制作扣押

笔录的条件! 我们也在回派出所

后进行了补录,

针对辩护人提出的扣押清单

内容不全的询问! 侦查人员解释

道*$当时并没有察觉到
-./

卡与

本案有联系! 同时误认为那包植

物属于茶叶一类的东西! 这点侦

查人员当时讯问过张小雪,另外!

其中一部手机则被误认为玩具手

机! 所以当时没有及时扣押,%当

辩护人质疑案件中毒品是否被污

染时!侦查人员指出!毒品虽未封

存!但有专门的内勤保管!同时毒

品出入库均有严格的记录, 针对

辩方非法取证的质疑! 侦查人员

一一给予回应,

一审庭审结束! 法庭宣布将

择日宣判,

姚雯
!

漫画

员工在学习中

向运河排放稀硫酸278吨
苏州吴中：两男子因污染环境罪被批捕

本报讯*记者徐日丹 通讯员赵芙蓉 彭登昊# 利用京杭

大运河旁边塌陷毁损的废酸池! 偷偷往大运河渗漏稀硫酸
&")

吨,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检察院以涉嫌污染环境罪对徐文

龙&徐兴苟批准逮捕,

&'#(

年
#'

月!徐文龙&徐兴苟合伙借用苏州市某科技公司

的场地和资质生产净水剂,稀硫酸是生产净水剂的原材料!同时

又系危险废物!处理成本较大,徐文龙&徐兴苟从浙江某化学公

司运回稀硫酸!不仅不需要花钱购买!还能领取每吨
#&'

至
#*'

元的补贴,徐文龙&徐兴苟借用苏州市某科技公司的用来存放废

酸的池子已经塌陷毁损!不能储存液体!且距离大运河不足
#'

米,明知这些情况!二人仍先后两次从浙江运回稀硫酸
&")

吨!

直接倒入塌陷毁损池子!之后!池子里的稀硫酸全部渗漏到大运

河苏州瓜泾口段!造成运河水质指标极端异常,

经过调查!事实上!徐文龙&徐兴苟的净水剂产业早已停产!

为了领取废酸补贴!他们仍然从浙江运回废酸!再直接倒入塌陷

的池子,截至今年
&

月!二人共领取补贴
$

万余元,

环保部门发现大运河水质异常后! 及时将信息反馈公安机

关&检察院,吴中区检察院高度重视!在了解案件具体情况后!一

方面督促公安机关尽快立案! 并由该院侦监部门依法适时介入

侦查引导取证! 同时协调

环保& 公安等部门加强对

涉案公司的整治,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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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小学

各地公安部门发现# 不少丢失$ 被

盗二代身份证并未自然消亡# 而是被不

法分子非法收集 # 在网络黑市公然叫

卖% 公安内部系统可以查到二代身份证

是否已被挂失# 但银行$ 运营商等用证

单位 # 在扫描身份证时看不到挂失信

息% 由于已被挂失的被盗身份证无法注

销# 大量被盗二代身份证被不法分子冒

用 !

!

月
&'

日新华社"#

身份证是每个公民用于证明自己身

份最基本的证件# 身份证号码唯一且终

身使用# 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妥善保管身份证是每个人的责

任 # 即使再小心也难免出现丢失或被

盗% 专家推算# 我国每年丢失$ 被盗的

二代身份证可达数百万张 % 身份证丢

失$ 被盗# 给人们带来很多麻烦%

最大麻烦是 # 一旦被不法分子冒

用# 后果不堪设想%

&'#(

年# 北京市昌

平区检察院在短短四个月内就办理了妨

害信用卡管理案件
*

件
&$

人 # 这些人

在网上收购真实身份证后到银行办卡出

售# 供不法分子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他

们被称作 &开卡团'# 成为一种新职业%

更严重的是# 许多不法分子以被盗身份

证主人的身份 &隐身作案'# 从事电信

诈骗$ 毒品交易$ 赌博洗钱$ 虚开发票

等犯罪活动 # 身份证主人为犯罪分子

&背债背罪'%

&'#(

年# 就出现了湖南女

子 &涉嫌在青海盗窃 ' 警方抓错人事

件# 原因是女子身份证被冒用% 身份证

一旦丢失被盗# 想想都害怕%

&难道不能像银行卡一样挂失作废

吗 ('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 然而 #

身份证丢失后即使挂失补办新证# 旧证

也能正常使用# 这不得不让人担忧% 究

竟是什么原因( 由于二代身份证 &目前

没有任何注销措施'# 导致身份证存在

挂失但无法注销的 &先天缺陷'% 虽然

公安机关内部系统可以查到二代身份证

是否已被挂失# 但银行$ 运营商看不到

挂失身份证信息# 身份证岂不是失去了

人的身份识别最基本的功能(

解决身份证存在的 &先天缺陷' 不

容回避# 技术上也不存在困难% 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每张

身份证上都有三个编号 # 一个身份证

号$ 一个人像照片编号$ 一个身份证卡

体编号# 以目前的技术通过这三个号码

来区分新旧身份证# 把挂失后的旧身份

证停用注销并不困难% 既然技术上不困

难# 身份证管理部门就理应尽快积极解决# 没有理由让这一缺

陷继续存在# 给人们使用身份证留下 &后遗症'# 切实担负起

为公民使用身份证提供更为安全的技术保障责任%

解决缺陷是治本 # 打击

身份证买卖也不能手软 # 针

对在网络黑市公然叫卖身份

证的违法行为 # 公安机关应

当加大打击力度 # 不留丝毫

违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