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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园区：
预防讲座促嫌疑人自首
!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王 洁 秦小平

!检察官同志"我之前擅自

挪用了公司几笔公款" 之后一

直寝食难安#刚才"我在检察院

门口徘徊了整个下午" 现在决

定投案自首#$今年年初的一天

下班前"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

某国企出纳姜某来到园区检察

院" 对检察官说完这句话后长

舒了一口气#

随后" 姜某如实供述了挪

用公款事实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姜某在公司财务

总监陶某的威逼利诱下" 利用

自己掌管公司现金及银行账户

的职务便利" 多次帮助陶某将

公司共计
%!)

万元公款汇至陶

某控制的账户上" 并共同伪造

银行对账单以逃避财务监管 #

其间"为拉拢姜某"陶某先后共

给予其
#%

万元好处费#

!这件事一直像一块石头

压在我心上"现在讲出来"整个

人轻松多了# 这要感谢检察官

到我们公司开展的预防职务犯

罪讲座" 让我明白自己的行为

已经触犯了法律#$姜某说#

据了解"该案提起公诉后"

由于姜某有自首情节" 法院对

其从轻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副检

察长陆炜皎告诉记者" 近两年

来" 该院办理主动投案自首案

件
'

件
'

人# 这是该院深入开

展廉政文化教育& 创新警示教

育形式& 推进预防职务犯罪工

作的成效之一#近年来"该院成

立了 !正义之剑 $法律宣讲团 "

将近年发生在辖区的职务犯罪

典型案例加工整理" 深入各机

关单位& 行业领域开展法律知

识讲解&案例剖析等预防教育"

并积极组织开展以案例为蓝本

的廉政微电影拍摄& 廉政微电

影社区行& 廉政公益海报巡展

等活动" 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

今年
)

月底" 园区检察院

又联合区纪工委推出了网上教

育基地'''苏州工业园区勤政

廉政教育馆" 为广大干部群众

接受反腐倡廉教育搭建新平

台&新载体#

中国新闻奖专栏复评优秀栏目

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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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宝仓 何芳莉 赵月 整理

忏 悔 人!徐峰

原任职务!河南省鹤壁市四达服务中心经理

触犯罪名!受贿罪

判决结果!

!&#)

年
*

月
$*

日"鹤壁市山城区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犯罪事实!

!""+

年至
!"$!

年"徐峰先后
'!

次收受贿赂
(,'

万元"并在工作中对相关人员予以照顾#

还有一个月就要退休的王国群，被一个原本和他并不相干且已入狱服刑的罪犯打乱了
人生规划，最终锒铛入狱。让办案检察官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曾经的烟台市副市长、公安局
长，竟然是个法盲，居然把行贿人送钱送房子看成“礼尚往来”“理所当然”——

商人“围猎”，撂倒法盲副市长

!

本报记者 卢金增

通讯员 常洪波

*

月
!*

日" 山东省烟台市

政府原特邀咨询& 副市长王国

群因受贿罪被聊城市中级法院

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记

者日前获悉"王国群没有上诉"

一审判决已生效#

游弋在商人中间

#%)+

年
)

月
!+

日" 王国群

出生在一个渔民家庭# 和父辈们

常年在海上漂泊为生不同的是"

他选择了吃公家饭#

#%(+

年"王

国群经 !考试选拔
-

群众推荐$"

到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就读#

+

年后学成归来" 王国群成为烟台

水利工程队的一名技术员#之后"

他走上仕途" 先后担任山东省海

阳县县长" 海阳市市长& 市委书

记"烟台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

市政府特邀咨询#

王国群曾经锐意改革 &竭

力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在分管

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在

感觉仕途无望" 特别是临近退

休的时候"他放任自己"游弋在

商人中间" 不知不觉沦为权钱

交易的!俘虏$#

记者探寻王国群的犯罪轨

迹和人生足迹发现" 他从政一

直很谨慎"群众口碑也很好"他

落马的直接原因" 是被某房地

产公司总经理孙某的司机举

报# 而让他一步步滑入犯罪深

渊的" 恰是像孙某这样多年来

围在他身边的一群商人#

!&&*

年" 烟台一家房地产

公司向当地规划局报送开发某

小区的项目规划#方案经规划局

初审后"需由时任烟台市副市长

王国群主持的城建规划委员会

以票决形式通过" 方可动工#该

公司老板姜某是王国群多年的

朋友"为缩短审批时间"姜某找

到王国群请求关照#在王国群的

过问下" 项目很快顺利通过#王

国群的!热心肠$换来了姜某的

丰厚回报#

!&&.

年
%

月"姜某以

一套
#.&

多平方米的房屋置换

了同小区王国群一套
#'&

余平

方米的房子"王国群仅补交差价

*,.

万余元#后经鉴定"两套房屋

实际差价超过
+&

万元#

类似情形也出现在烟台某

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孙某身上 #

!&&)

年至
!&##

年"王国群接受

孙某请托" 为其公司在加快招

拍挂程序&规划审批&承揽物业

等方面谋取利益 #

!&&'

年至

!&&.

年 "

!&##

年至
!&#+

年 "每

逢中秋&春节"孙某都会准时给

王国群送去购物卡#此外"孙某

还给王国群送过
#

万美金和
#

万元人民币#

记者注意到" 起诉书对王

国群的
#%

项指控"均发生在与

商人之间"其中涉及工程承揽&

土地&规划&房地产项目的就有

#)

项#

别人"打架#他"躺枪$

贪腐官员落马方式五花八

门"王国群的落马则多少有些让

人!意外$#王国群没有想到"一

个原本和他并不相干且已入狱

服刑的罪犯打乱了他的规划"最

终把他拉下马"送进了监狱#

这个正在服刑的罪犯姓张"

与王国群并不熟悉"二人也无宿

怨#但他曾是烟台某房地产公司

总经理孙某的司机#张某为孙某

服务了很多年"后因种种原因二

人产生了矛盾"之后"张某被辞

退#张某从此心生怨恨"对孙某

进行报复# 他先是图谋绑架孙

某"未遂后到孙某家盗窃"后被

判刑#入狱服刑后"张某不断举

报孙某到官员家中行贿"其中便

牵涉到了王国群#

!&#+

年
+

月" 还有一个月

就要退休的王国群" 被山东省

纪委调查#后因涉嫌违法犯罪"

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山东省

检察院决定由聊城市检察院对

其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

起 诉 书 指 控 %

#%%*

年 至

!&#+

年年初" 王国群在担任上

述职务期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 为他人在房地产项目规划

审定&建设工程规划变更&商品

房预售许可等方面谋取利益 "

非法收受
#%

个单位和个人贿

送的现金&银行卡&购物卡以及

房产置换差价等贿赂" 共计折

合人民币
+'.,'

万余元#

曾经的公安局长竟是法盲

!这么多年"我觉得自己违

纪违法"都是从不守纪律&不讲

规矩开始的"再加上不学法&不

懂法"成了一个法盲"最终落到

身败名裂的下场#$这是王国群

在悔过书中写下的内容#

采访中" 聊城市检察院反

贪局副局长周颖介绍" 刚开始

和王国群接触时" 办案人员发

现"虽然身居高位"而且曾担任

公安局长" 但王国群的法律知

识匮乏"法律意识淡薄#

在谈到为何收受商人的钱

物时" 王国群最初曾这样说%!我

为他们帮了不少忙" 帮他们承揽

工程"他们赚了钱"送钱送房子是

感谢&报答我"我觉得理所当然#$

在王国群看来" 和他来往的商人

都是多年的朋友和熟人" 逢年过

节收受的钱和购物卡" 只是朋友

熟人间的礼尚往来"不属于犯罪#

在办案人员耐心讲解有关

法律和政策后" 王国群才逐渐

认识到自己的受贿犯罪行为 "

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在法庭最

后陈述阶段" 王国群结合自己

的犯罪原因和成长经历作了深

刻忏悔" 陈述过程中多次失声

痛哭"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在这庄严的法庭上" 感谢

检察官的公正&文明办案"帮我

澄清了模糊认识# 我出生在海

岛"家里世代打鱼为生#我之所

以走到今天"主要是临近退休感

到升迁无望"主观上放松了对自

己的改造" 触犯了党纪国法#在

大环境下"我也习惯了在物质世

界中贪图追求物欲#如今我被永

远钉在贪官的耻辱柱上#$ 说到

这里"王国群泣不成声#

权力失控必然导致腐败

法院审理查明 "

#%%*

年至

!&#+

年年初" 被告人王国群在

担任原海阳县县长" 海阳市市

长&市委书记"烟台市副市长兼

公安局局长& 市政府特邀咨询

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在房地产项目规划审定 &建

设工程规划变更& 商品房预售

许可等方面谋取利益" 非法收

受
#%

个单位和个人送给的现

金&银行卡&购物卡以及房产置

换差价等贿赂" 共计收受财物

折合人民币
+'*,.

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王

国群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

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 其行为已构

成受贿罪# 鉴于被告人王国群

归案后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不

掌握的大部分犯罪事实" 具有

坦白情节"全部退赃"当庭认罪

悔罪 " 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据

此"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承办此案的聊城市检察院

检察官总结了王国群案的特

点%一是利用职权聚敛钱财"受

贿次数多&时间长&犯罪数额特

别巨大#仅从
!&&&

年到
!&#+

年

的十几年间" 王国群受贿次数

就多达
%&

余次#二是受贿犯罪

手段多样化&隐蔽性强#除了直

接收受财物" 王国群还以高价

卖车& 房屋置换等形式收取贿

赂" 以委托理财等名义予以掩

饰受贿行为#

聊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学

军坦言" 其实王国群并非仅仅

是被商人 !围猎 $"手握大权而

缺少有效监督的为官者" 看似

风光无限"实则处处危险#将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让权力在

阳光下运行" 才是解决问题的

最有效办法#

一个“贿”字毁掉了一切

我出生在一个极其普通的

家庭!因为在家中排行老小!父

母对我比对哥哥们更加呵护 !

从上学到参加工作! 我没有遇

到过什么困难!可谓一帆风顺"

#%.'

年参加工作时我是全民固

定工! 与很多同学相比我的工

作很稳定" 在鹤煤集团第四煤

矿运输区井下工作的
#&

年间!

我一直很努力! 后来被提拔为

第四煤矿劳动服务公司工会主

席"当时!我的许多同学都已经

下岗待业"

担任工会主席四五年后!我

又被提拔为鹤壁市四达服务中

心经理"四达服务中心的前身是

第四煤矿劳动服务公司!是第四

煤矿独立出资成立! 系独立核

算#自负盈亏的集体企业"刚上

任时! 我能够处处严格要求自

己!工作中做到身先士卒#率先

垂范!对一些危险的#强度较高

的工作总是带头干"可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 我开始有些飘飘然

了"我开始接受一些和我们单位

有关系的人的吃请和小恩小惠!

以及同事们过年过节看望时给

的现金和购物卡"

我管理的多名下属企业负

责人! 以庆贺孩子上学等为名

多次给我送来贺礼" 当时的我

春风得意! 认为过年过节相互

看望是人情世故#礼尚往来!始

终没有将这些事情和触犯法律

沾上边" 长时间众星捧月般的

生活让我迷失了自己! 我的思

想被俘虏了! 最终成了金钱的

奴隶" 从被检察机关带走的那

一刻起! 我的工作生涯被画上

了可耻的句号! 人生的道路从

此被改写"可以说!一个$贿%字

毁掉了我的一切! 可所有的一

切都不会重来"

快
)&

岁的人了!家里上有

老下有小! 家里的事情本该我

承担! 可是我却无法为妻子分

担 "

.&

多岁的父母原本对我就

格外牵挂! 现在又让他们为我

操心!实在愧对他们"

在看守所的日子里! 我认

真反思了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

原因!是因为我的一时贪念!丢

掉了干了近
'&

年的工作!毁掉

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和自己在亲

人面前的形象"

法律是无情的! 每个人要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回归社会

后!我一定用法律做准绳!约束

好自己的行为! 我将把这次犯

罪经历当成人生的一次洗礼 !

深深镌刻在脑海里! 踏踏实实

做人!去回报社会#感恩社会"

%更多贪官忏悔录详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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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
专项调查“揪出”新农合蛀虫
!

本报通讯员 牛凌云

!县检察院集中开展的新农

村合作医疗领域职务犯罪预防

调查"把查办和预防发生在群众

身边& 侵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

罪"作为一项重点工作"确保国

家惠农政策惠及每一位基层群

众"这种做法值得肯定#$这是河

南省唐河县委书记刘明杰在该

县检察院近日报送的(新农村合

作医疗领域职务犯罪预防调查

报告)上作出的批示#

今年
#

月开始" 唐河县检

察院组织
)

个预防调查组 "深

入全县
'!

家医院 &

'

个社区卫

生院&

#!

个乡镇的
!*

个村级卫

生所" 对新农合工作展开预防

调查#调查干警调取了台账&住

院手续& 诊断处方病历等相关

材料"并到群众家中&田间地头

开展实地调研"共走访群众
'&&

余人"收集信息
#&&

余条#他们

分析发现" 新农合工作存在管

理不规范& 个别医务工作者虚

报补助等问题#

在预防调查过程中" 他们

还注重收集职务犯罪案件线

索#有乡村医生反映"时任城郊

乡卫生院院长的吴国庆利用新

农合资金拨付的职务便利 "向

村民或者乡村医生索取贿赂 #

该院研究后觉得该案件成案性

较大"遂决定开展初查#初查查

明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吴国庆在新农合业务开展

和资金拨付过程中" 共向医生

和患者索取贿赂
#,)

万元*在城

郊乡卫生院药品采购过程中 "

索取收受医药公司贿赂
*,!

万

元"为他们谋取利益#后吴国庆

被该县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据统计"这次预防调

查共向该院反贪局移交案件线

索
!

件
'

人#

根据预防调查中发现的问

题和查处的职务犯罪" 该院向

唐河县委县政府提交了预防调

查报告" 随后又向县卫生局发

出检察建议" 要求其针对存在

的问题规范农村合作医疗资金

的管理" 防止侵害人民群众利

益行为发生" 并帮助制定了整

改措施#截至目前"唐河县卫生

局完善了
!&

多项规章制度"建

立了防控机制" 并开展合作医

疗资金使用专项整治#

绑住伸向农村征地拆迁的黑手
!

张 涛

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及新

农村建设的不断加快"发生在农

村征地拆迁领域的职务犯罪呈

增多趋势#

!&#'

年以来"北京市

延庆县检察院共立查发生在该

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
#.

件
#%

人"涉案金额
)&&

余万元#该院

分析发现"这类案件的犯罪人多

为农村基层干部" 他们相互勾

结&合伙作案的现象突出#为了

有效遏制此类犯罪"该院对发案

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

的预防对策和建议#

犯罪原因

在主观方面" 犯罪人除了

廉洁意识差&法律观念淡薄外"

大多存在侥幸心理# 一些犯罪

人认为征地拆迁是!大捞一把$

的好机会"否则!过了这个村就

没有这个店了$#还有一些犯罪

人认为自己只是基层干部"!天

高皇帝远$"而且征地补偿涉及

的人员&环节众多"不一定就会

被发现"因而伸出了贪婪之手#

除了上述主观原因外 "犯

罪人之所以得逞" 还有以下客

观因素%

相关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

存在诸多漏洞#一是村账托管不

规范"乡镇干部监督流于形式#

办案人员分析发现" 虽然由乡

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负

责村账托管工作" 但在实际操

作中乡镇很少对村财务支出的

情况进行跟踪监督" 使得监督

流于形式 #二是 !小金库 $的存

在# 一些村干部将补偿资金套

出后存在私设的 !小金库 $里 "

方便的时候再占为己有#!小金

库 $的设立能够 !有效 $避免财

务监管"为涉农职务犯罪提供了

丰厚的土壤# 三是村账公开力度

不到位#由于财务账目较为专业"

且在财务公开中公开项目较为笼

统"有的仅是!走个形式$"这就导

致村民无法监督" 一些村干部便

伺机中饱私囊#

对专项资金的监督制约机

制缺失# 一是在专项资金的申

请&下拨过程中"对各个重要环

节缺乏跟踪监督"为犯罪嫌疑人

提供了可乘之机#二是村财务专

管员特立独行"缺乏制约#各村

一般单设一名财务专管员"监督

乏力导致不懂财务的一些村干

部被蒙在鼓里"对本村财务只能

听财务专管员一面之词"从而引

发个别财务专管员趁机贪污国

家财产#如该院查办的某村财务

专管员张某贪污案 " 张某将

#)%,#

万元迁坟补偿款以现金方

式从镇政府领出"将其中的
*!,.

万元用于实际发放& 将
)*

万余

元用于村集体支出后"对村支书

和村主任谎称仅剩下
).*(

元"

将另外
'%

万余元据为己有#

对策建议

打防并举"增强基层干部&

财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责任

感# 一是加大对该类职务犯罪

的打击力度" 强化打击震慑效

果"绝不姑息迁就*二是充分发

挥检察职能" 教育与惩治相结

合"打防并举"有针对性地加强

宣传教育" 结合典型案例为基

层干部敲警钟* 三是以党校为

基地" 开设基层干部预防职务

犯罪教育课程"采取定期学习&

培训&专题研讨等形式"进行党

风廉政教育"普及法律知识"提

高基层干部尤其是基层财务人

员的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

完善相关财务管理制度 #

一是要发挥乡镇一级党委政府

的重要作用# 乡镇一级党委政

府要指导帮助村组建立规范的

财务账目" 要对村级组织理顺

财务管理关系作出进一步更加

明确的规定" 切实防止村级财

务管理混乱状况# 二是要切断

补偿款发放的中间环节# 补偿

款的发放应统一由村委会帮助

村民开设银行账户" 将村民应

得的补偿款直接打入补偿账户

中" 减少补偿款发放的中间环

节"切断贪污&职务侵占犯罪的

源头# 三是严格落实 !村账托

管$制度#!村账托管$制度的严

格落实首先是要明确委托与受

托双方的权利义务" 其次是明

确该项制度的工作程序& 细化

操作流程和各个环节的责任 "

最后是建立定期报账& 票据审

查处理&财务档案管理&代理记

账责任等方面的制度#

强化对征地拆迁补偿工作

的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一是要

把好拆迁组工作人员的审查关&

聘用关"并加强对拆迁工作人员

进行法律法规教育&业务知识培

训和定期岗位内部轮换#二是强

化内部监督制约"严格把关拆迁

补偿工作各个环节#县主管部门

应当定期对辖区内的拆迁项目

进行调查" 定期进行检查监督"

设立专门的监督小组"加强对拆

迁补偿工作的跟踪监督管理#三

是发挥审计部门的职能作用"将

涉及农村征地拆迁补偿的专项

资金作为审计重点" 对分配&管

理&使用资金的部门和使用资金

多的单位定期审计"加大审计力

度#四是引入社会监督#邀请村

民代表参与和监督"对拆迁工作

中的丈量&图表绘制&登记造册

等决定补偿金额的关键环节进

行现场监督和签字认可#五是在

重大项目中引入征地拆迁专职

检察官监督制#专职检察官参与

征地拆迁全过程"通过加强对房

屋评估&资金支付等关键部位的

监督"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检察

建议#

日前!四川省峨眉山市检察院与该市纪委联合打造的干部警示

教育基地落成启用"该基地采用声#光#图片#文字等多种形式!把近

两年来峨眉山#乐山#四川乃至全国的典型违法违纪案例呈现在公

众面前"近日!该基地迎来第一批$客人%&&&中国石油四川乐山销

售公司
*&

名中层干部"参观者通过听取检察人员讲解#观看典型案

例和造型演示!深切感受到了贪腐行为的巨大危害"

本报记者刘德华 通讯员彭丹摄

近日!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

个市级文明村'社区(书记#

.

个

市级文明乡镇街道书记和纪委书记以及新闻媒体# 网友代表等
#&&

余人到该区检察院警示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育"该院警示教育基地

以反腐倡廉教育展览为载体!用图片#文字#声光电#模拟场景等形

式对警示教育案例进行具体#形象#生动的展示!给参观人员带来强

烈的震撼和视觉冲击" 张志勇 胡善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