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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管政府“钱袋子”，财政局长竟成“优质客户”，疯狂敛财左右逢源———

真把自己当“财神爷”了
!

关开城 袁丹 唐晓宇

没了昔日理财能人的强势光

环!法庭上的华林生看来疲倦憔悴"

在公诉人逐笔宣读这位江苏省无锡

市锡山区财政局原局长!副处级"受

贿
!"

笔#贪污一处房产的犯罪事实

时!他凝神聆听!表情专注"被审判

长问及是否有异议时! 华林生摇了

摇头"显然!对这场迟来的审判!他

早已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

年
'

月
!

日! 由江苏省无

锡市检察院查办并提起公诉的华林

生受贿#贪污案一审宣判"被告人华

林生因受贿# 贪污共计
&"$

余万元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并处罚金

'&

万元! 其受贿所得上缴国库!贪

污所得发还原单位"

精明强干

能人局长"聚财#有方

和华林生打过交道的人都有一

个印象! 这位资历深厚的财政局长

为人精明强干"

华林生出生于
%!&'

年!曾先后

担任无锡县厚桥镇原党委书记#锡

山市审计局原局长"

#$$$

年
%#

月!

锡山市被划分为锡山# 惠山两个行

政区"几个月后!年富力强的华林生

迎来了人生中的重要转折! 他被任

命为锡山区财政局局长! 正式走上

$财%路"

华林生确有过人的理财能力 "

在他精心打理下! 该区财政收入连

年保持高位增长态势! 每年超额完

成区委区政府的目标任务! 把锡山

区财政这块$蛋糕%越做越大"

$蛋糕%做大了!怎么分呢&财政

资金有限! 除了不能缩减的文教卫

体# 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 还有吃

$财政饭%的部委办局!需要花钱搞

基础建设的乡镇街道等等"先给谁#

后给谁#给多少!$财神爷%的作用很

微妙" 于是乎逢年过节! 遇大小事

情!各部门#乡镇街道给华林生烧香

进贡者络绎不绝"在$红包%攻势下!

华林生很快沦陷"

#$$#

年! 某镇为投资开发新的

经济园区!向区财政局申请
%$$$

万

元财政资金预借款作为启动资金"

主抓该项工作的副镇长曾在财政局

工作" 有了这层关系!

#$$#

年
%%

月

份!

%$$$

万元的财政资金预借款得

到落实"闻讯!该镇主要领导宴请华

林生!席间奉上
(

万元现金红包"

为讨$财神爷%欢心!大家各展

所长"某部门从事对外经贸业务!用

港币给华林生包$红包%'华林生夫

妇出游港澳! 该区驻深圳办事处殷

勤接待!不收食宿费还倒贴数万元'

知道华林生买了新房! 有心人送上

#

万元红包贺他乔迁之喜((

天长日久! 一两万元的红包在

华林生眼里成了$小意思%"判决书

显示! 在华林生
!"

笔受贿犯罪中!

约三分之一为过节费形式的红包!

数额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财大气粗

"优质客户$备受青睐

每到年底! 找华林生求财的人

特多!连银行也围着他转"

作为政府的$钱袋子 %!财政部

门掌握着地方的收入! 这些钱一般

都存在财政专用账户里" 财政专用

账户开设在哪家银行! 财政局长有

很大的话语权"

对银行来说!企业和个人存款比

较零散!流动性大'财政资金存量大#

稳定性好!属于$优质客户%"为了业

绩!银行经理们竞相对$财神爷%展开

$公关%"华林生在管理财政资金的同

时!也盘活了个人收入来源"

该区原本在某信用社有存款 !

华林生任财政局长后! 把存款全部

提空"一下少了那么多存款!可急坏

了营业部主任陶某! 他连忙找上级

想办法"一番运作!华林生重新把存

款存回该信用社! 陶某这才松了一

口气"此后!乖觉的陶某每年年底都

组织饭局 ! 席间悄悄塞给华林生

)$$$

元的红包!一送就是
*

年"有一

年! 听说华林生的女儿要去上海看

牙齿! 陶某还特意送了
#

万元医药

费到华林生办公室"

拉存款尚且要花费这般功夫 !

到了$闹钱荒%的时候!不少银行更

是追着华林生跑"每到年底!银行都

面临着流动资金紧张的问题! 需要

调拨$头寸%平衡账面资金差额!也

就是需要短期借款"借给谁#不借给

谁!全看关系"华林生的小舅子金某

在某商业银行下属支行任行长!该

行在吸纳存款#调拨$头寸%方面得

到华林生不少关照! 年底考核总能

顺利过关"

#$$(

年!该行特地发了
#

万元特殊贡献奖给金某! 叮嘱其转

交华林生"既给小舅子挣了面子!也

给自己挣了票子! 华林生不禁有些

飘飘然"

深挖财源

乱开绿灯赚取%提成$

虽说$孝敬%不断!但$小意思%

总归有限"善于理财的华林生!开始

利用职务便利深挖$财源%"

财政局经常和企业打交道 !如

工程款拨付#土地保证金返还#契税

返还# 科技补贴拨付等方面" 一句

话!企业想从政府拿到钱!必须经过

财政局" 不少企业都主动和财政局

搞好关系! 华林生自然也就成了企

业家们的座上宾"

#$$'

年! 锡山区政府投资数亿

元修建道路!由于资金缺口大!政府

出面向重点企业借款! 某摩托车企

业榜上有名" 为表示对地方发展的

支持!董事长杨某同意借款
"&$$

万

元给政府! 利率是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按季付息"此事由财政局具体经

办"由于资金紧张!政府并未及时归

还杨某的借款"杨某难免有些焦虑!

便拜托华林生$盯%着点"精明的华

林生意识到捞一笔的机会来了"

#$$&

年下半年! 华林生来到杨

某办公室! 闲聊时有意无意提起在

香港工作的女儿打算买房" 杨某立

即表示愿意赞助
%$$

万元港币 !条

件是华林生关注
"&$$

万元借款的

安全! 并在条件许可时归还本金和

利息"转眼到了
#$$&

年底 !杨某约

华林生去澳门游玩" 在澳门一家酒

店! 杨某将事先准备好的
%$$

万元

港币当场送给华林生"

#$$*

年起! 杨某公司陆续收到

锡山区财政局归还的借款及利息"

据杨某回忆! 第一笔
&$$

万元资金

于
#$$*

年
"

月到账! 到
#$$!

年
)

月本息全部还清"

华林生就这样利用职务便利!为

关系密切的企业大开绿灯" 当然!他

不会白帮忙!每笔业务都有相应$提

成%" 帮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

取得几百万元的税收优惠返还!华林

生要收
&$

万元' 某企业承接了安置

房小区建设工程!为求顺利结算工程

款!老板李某$借%给华林生
&$

万元'

某建筑公司拍得一块土地!在华林生

关照下顺利拿回
"$$

万元土地保证

金!事后及时送上
)

万美金((

一笔笔巨款落进腰包! 他的胃

口被撑得越来越大! 对自己的理财

能力也越来越自信"

有权"任性$

借管闲事疯狂吸金

锡山区经济高速增长! 华林生

于有功焉 " 除担任财政局长职务

外! 他还被委以重任! 先后担任锡

山区财政结算中心主任# 锡山区国

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

#$$'

年
%#

月! 他明确了副处级"

一顶顶官帽都和 $钱 % 有关 !

加上资历深厚# 手握财权! 华林生

在区里说话越来越有分量! 大家也

都对他礼让三分 " 感受到自己的

$特殊%! 华林生开始 $任性%! 很

多事都敢管! 什么钱都敢要"

#$$)

年
(

月! 国税局突击检查

某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老板周

某正在普陀烧香! 得知公司账册#

记账凭证都被调走立刻慌了神" 该

公司前两年在上海做了几千万的幕

墙业务! 在记账时将收入隐瞒以逃

避征税! 如果被查出来需补缴税款

几百万元" 周某赶紧打电话给国税

局的熟人! 岂料对方不咸不淡应付

了几句 " 不拜 $真菩萨 % 是不行

了 ! 周某一个电话打给华林生 "

华# 周两人都是锡山区甘露镇人!

有乡里乡亲的情分在! 华林生便给

国税局打了电话"

华林生的电话让国税局很为

难" 财政# 国税虽无隶属关系却存

在交集! 国税局很多资金拨付都需

要地方财政支持! 得罪了华林生以

后日子就难过了" 几经权衡! 国税

局决定对周某予以特殊照顾! 最终

该公司补缴税款
%(

万余元和罚款
)

万余元! 偷逃了本应缴纳的
*$$

余

万元税款"

事办成了!

#$$)

年
"

月! 华林

生来到周某办公室! 谈及想投资买

房! 问周某 $借% 点钱! 周某立即

汇了
%$$

万元到华林生的银行账户

上"

表面看来华林生是帮了人! 但

世事难料! 他的 $任性% 害了更多

人 " 他与周某之间的交易被查出

后! 国税局对周某公司重新查账!

让其补缴了当年未缴的
*")

万余元

税款及相应罚款' 当年主查该案的

国税局工作人员钱某# 沈某等人因

职务犯罪问题被检察机关查处"

彼时! 风光八面的华林生当然

不会预料到这些" 他仍然运用影响

力颐指气使! 到处办事! 为亲戚朋

友就业# 职务升迁打招呼! 自己也

赚得盆满钵满"

贪心不足

理财十年终落空

#$$!

年! 华林生提前从财政局

退休" 耐不住寂寞! 他经常去旧交

那里串门聊天" 不久! 卸任的财政

局长当上了某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

财务总监 " 或许因为有这份新事

业! 本有机会去香港和家人团聚的

华林生一直留在锡城"

#$%'

年
#

月! 江苏省检察院将

华林生受贿线索移交至无锡市检察

院查办" 华林生的底盖被掀开! 一

桩桩权钱交易暴露出来! 从中还牵

出其
#$$$

年贪污一处房产的犯罪

事实" $华林生从清正廉洁# 到损

公肥私# 再到猖狂受贿! 蜕变过程

很有代表性! 深具警示意义"% 该

案承办检察官罗勇表示"

无锡市检察院反贪局负责人

沈海洪分析 ! 华林生对金钱的过

度追求是导致其走上违法犯罪道

路的主要因素 ! 但不能不看到干

部选拔任用 # 国有资产监管方面

仍存在漏洞" $华林生是能人腐败

的又一案例! 我们要加强对干部的

刚性约束! 只有严管才是对干部的

厚爱"% 沈海洪说"

第
!"#$

期

'!!"

年
"

月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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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拍案

从受气到受用
日前! 有网友爆出一组据称系学生

给老师打伞的照片!并引发热议"上海市

教委相关负责人回应记者称! 已要求各

区县教育局积极排摸#确认事实!同时要

求加强师德师风宣传"

'

月
($

日
%"

时许! 网友
+,-..,-..

贴出

一组学生给老师打伞的组图称!$现在的

老师也真是牛了"%记者注意到!这组图片

共三张!显示一位导游正带领一队学生观

光!队伍后方背着书包的一短发男孩则在

给一名长发女子撑伞! 该女子戴着墨镜"

此后!女子坐在长椅上!男孩依然为其撑

伞"

&

月
'

日!$小学生为老师辛苦打伞!女

子表情全程霸气% 被顶上微博热门话题

榜"有网友称!$可能是学生懂事帮老师撑

伞%!

+/--012

则调侃!$我小时候只有

优等生才有资格给老师打伞) %

有网友称! 事发地疑似上海和平公

园" 对此!记者从和平公园获悉!

'

月
($

日

确有旅行社组织师生来参观游玩!但不确

定是哪家旅行社"记者后致电其提供的三

家旅行社!对方均称不知情" 上海市教委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委已要求各区县

教育局积极排摸#确认事实!同时要求各

区县教育局加强师德师风的教育宣传!积

极营造师生相互关爱的和谐氛围"

摘自
!

月
!

日&南方都市报'

想起自己小时候# 我的班主任家就

在我们中学旁边$她家开了个小卖部#据

传说$ 去她家小卖部买东西的学生都会

得到老师青睐#我没去买过东西$也没得

到过青睐$我感觉自己很不懂事#我始终

没有搞明白$懂事是什么%凭着自己的学

习能力和个人努力$ 我可以考上自己想

上的学校# 可在那种情况下$ 因为不懂

事$像班干啊$推荐啊什么的$似乎就离

我远了# 我无法成为优等生#

说到打伞的新闻$ 前一段也出了几

个# 无非是某些干部不能生活自理$手下

人替他打伞之类# 今天看到这则新闻$忽

然产生了一种联想#这些干部当学生的时

候有没有给老师打过伞%当下级的时候有

没有给上级打过伞% 如果有过$他们当时

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如果他们觉得自己

很受气$估计就不会打好这把伞$也就没

法成为&优等生'了# 要想当爷爷$先要当

孙子(要想当婆婆$先要当媳妇#奴才当得

惯了$就有了将来做主子的希望# 在给人

卖力逢迎的同时$已经种下了受用逢迎的

种子#这些老话$人们心里都明白得很#但

说出来了$就让人感觉刻薄#

一些规则$一些办法$一些行为$都是

摆不上台面的东西#但如果你不懂这些事$

有时还真寸步难行#坚持如此不懂事$有时

是会感觉受气#但如果懂了这些事$受用这

样的规则$保不准你哪天就会出事#如果不

出事$还会有上面这样的新闻吗%

世界是美好的$人心都是善良的$不

公正的东西终会被清除# 如果不相信这

些$我们就不会拥有希望#

(本期坐堂)张笑*

华林生腐败案集中反映了 &能

人腐败'&一把手腐败'等现象#该案

清晰地说明$权力不仅需要&清单'$

更需要规制与监督#

法律意识淡薄$ 世界观) 人生

观) 价值观极度扭曲是华林生走上

犯罪道路最直接)最主要的因素#他

长期担任区财政局&一把手'$财政

局长这一职位本身在区里有着独特

地位$导致他的价值观日渐扭曲$其

私心私欲也随之膨胀$ 最终对党纪

国法视而不见$铤而走险#我们在侦

查中发现$华林生担任财政局长后$

有权&任性'$多次主动张口向各乡

镇领导)大型企业老板直接要钱#主

观上对金钱的过度追求$ 让华林生

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

除了贪念和个人品行问题$我们

也不能忽视造成他腐化堕落的 &土

壤'#在侦查中我们发现$案发单位权

力运行机制不规范$&一把手'权力过

于集中$缺乏监督制约(本单位对权

力运作事后监督多$预防性的事前监

督和事中监督偏少#干部选拔任用机

制落实不到位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

原因#虽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一直在

深化$各地也制定并实施了相应的制

度和措施$但是部分制度落实尚不完

全到位$比如任用干部时对品德的考

察标准)重视程度)一票否决机制等

等#本案中$华林生早年在领导岗位

上就有群众反映其存在经济问题$然

而在华林生调任)提拔时$群众举报

未被予以足够重视$致使华林生&带

病上岗'$最终深陷犯罪泥潭#

职务犯罪根源在思想$ 约束在

机制#解决思想问题$必须增强宗旨

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

利益观#要高度重视警示教育)法治

教育$ 加强干部职工特别是单位一

把手的法律知识$提高守法意识$筑

牢思想防线# 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

设$从重点单位)重点行业出发$由

点到面推行危险源点查找及风险防

控制度$针对各行业)各单位特点$

充分调动)挖掘其预防工作积极性$

找准岗位权力配置中可能发生职务

犯罪的关键点和薄弱点$加强监管$

分散权力$ 最大限度地预防并遏制

职务犯罪的发生#

"

无锡市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员

罗勇
#

案后说法

华林生由检察机关移送看守所$入所前为其进行身体检查#资料图片

世界那么大，想好了再出发

天暖和了$ 人的心也痒痒# 最

近周围的人都在忙着聚会$ 似乎昨

天还躁动不安的我们$ 发现转眼间

已经从大学毕业十年了 $ 十年聚

会 $ 还是选择推掉其他事情 $ 参

加# 毕竟$ 母校变化那么大$ 我想

去看看#

这句话听着有点耳熟$ 上个月

河南一所实验中学女心理教师的一

封辞职信里好像有类似句型$ 十个

字的辞职信理由很潇洒* 世界那么

大$ 我想去看看# 有人评价这是史

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 没有之一#

心里装着诗和远方$ 这样的文

艺范儿$ 激起了很多人对于远方那

种渴望又暂时不可及的共鸣$ 就像

很多年前流行的一句话$ 这位女教

师是代替大家去实现 &疲惫生活中

的英雄主义梦想'# 所以说$ 教师

靓也好写的字美也罢$ 形式美只是

漂亮的包装$ 而辞职信里传达的豁

达 ) 舒畅 ) 喜悦之感 $ 这种有

&舍 ' 有 &得 ' $ 这种很多人求

&之' 不 &得'$ 才最抓人心#

我想起
#$%(

年的一篇报道$ 浙

江杭州一名保安的辞职信也只有一

句话*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 回家养

猪$ 请批准# 和这名女教师的信有

异曲同工之处 $ 不过是一个想致

富$ 一个要上路# 而要上路的显然

获得更多网友的情感认同# 毕竟上

班族的呼声总要比保安群体扩散力

强些$ 表达被剥削被压迫的诉求也

更猛烈一些#

我对女教师的做法表示艳羡 $

但并不赞成观点的放大和行为的盲

从# 如果说女教师言行唯一有些不

着调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其身份和言

行不相符$ 容易让崇拜她的学生以

及所有被她精神感染的年轻人有一

个导向$ 说走就走$ 在追求心性自

由的路上$ 责任和义务皆可抛弃#

抛弃后就真能获得心灵的快乐

吗% &去看看' 之后就能心灵统一

了吗% 未必吧$ 自由几年之后$ 人

又会开始追忆稳定的生活# 就像很

多人发誓退休后要周游世界$ 然而

退休后转上几个城市就懒得再去转

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 无论

是走出围城还是呆在围城之内$ 快

乐不快乐显然不取决于你出去还是

留下 # 追名逐利不能促进心灵统

一$ 放马世界也不一定就活出人生

价值 $ 反倒是先贤先哲的中庸之

道) 保持克制等理论$ 更有助于完

善身心# 具体点说$ 我们时常会感

觉自己的内心很分裂吧$ 那就是我

们的心灵在有意识和无意识间徘徊

的结果$ 我们不仅要活在有意识)

遵规范的社会层面$ 也要了解自己

内心随性的需要# 然后$ 我们通过

时间的积累和不断的尝试$ 找到一

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在这条路上$

既能满足内心的需要$ 又能满足社

会的需要#

丁丁张在他的 +世界与你无关,

一书中说$不是所有人必须一个样子$

不是所有人必须被爱$ 不是所有人都

一定统一标准$承认大家的不同$跟承

认大家的相似一样$是件理性的事#旅

行是美好的$贵的东西是美好的$美好

的东西值得付出更多的金钱和时间$

美好的人值得追求$ 并不影响我们善

待普通的事物$ 以及珍存那些我们不

爱但爱着我们的普通的人#

工作也一样$ 善待岗位$ 珍存

友情$ 时间长了兴许有更大收获#

其实老师的辞职并不一定如那封信

里的十个字描述得那么潇洒$ 工作

的种种不如意可能才是她到外面世

界看看的真正原因#

世界那么大$ 想好了再出发 #

出去看看可能会找到这条路$ 呆在

体制内也可能会找到这条路# 它与

身在哪里无关$ 与心在哪里有关#

生活有苦有甜$ 工作的成就感) 为

家人打拼的满足感也弥足珍贵$ 即

使身体不能上路$ 我们的思想可以

走在路上# 这$ 或许应该是更多普

通人可以做的选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