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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匿名举报信挖出一窝“水耗子”

!

周文平

!

月
"#

日! 安徽省六安市

金安区水利局农水股原股长许

秉琦因犯受贿罪! 被金安区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 至此 !

金安区检察院查办的该区水利

系统腐败窝串案告一段落" 近

日! 该院向区水利局发出检察

建议! 帮助他们建章立制! 堵

塞漏洞! 让国家水利建设资金

真正用在刀刃上! 得到了当地

党委 # 政府和群众的一致认

可"

外围调查

"$%!

年! 金安区检察院收

到群众匿名举报! 称区水利局

有关人员收受贿赂! 为他人承

建水利工程提供帮助" 为避免

直接初查打草惊蛇! 该院派反

贪局副局长参加 $涉农惠农领

域专项资金% 检查活动! 以开

展预防活动为由! 深入区水利

局调取了近几年水利建设方面

的工程资料! 全面细致地了解

金安区水利工程概况及资金情

况"

通过对调取及调查到的信

息进行整理!该院了解到!近年

来!国家对水利工程的投入逐年

加大!区水利局每年都有农村安

全饮水#小水库除险加固#农田

水利整治等项目工程对外招标!

从招标代理到工程验收!都由依

附于水利部门的机构负责"表面

上看工程都是通过招投标这种

公平竞争的形式!实际上外人很

难参与进来" 他们发现!金安区

的水利工程实际中标单位大都

是区水利局下属单位淠史杭水

电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

"淠史杭公司#$"

掌握以上信息后! 金安区

检察院果断决定! 不直接以区

水利局相关人员作为调查对

象! 而是先以淠史杭公司为初

查对象! 获得突破后! 再顺势

而上"

查获账外账

职务犯罪案件一般没有犯

罪现场! 往往通过成功的审讯

获得口供! 再围绕口供收集证

据" 这一 $由证到供% 的办案

模式! 关键在 $证%" 金安区检

察院决定兵分三路& 一是围绕

淠史杭公司中标工程情况! 查

工程资金拨付去向' 二是调查

了解淠史杭公司主要负责人及

人员分工情况' 三是重点对公

司法定代表人赵永生# 会计石

英菊进行资产核查"

在此后近两个月的时间里!

该院办案人员走遍了全市各个

银行# 证券公司网点! 以及房

管所# 车管所等机构! 通过走

访调查! 他们发现赵永生的银

行账户中! 经常有水利建筑公

司的大笔汇款! 同时赵永生与

会计石英菊有异常的资金来

往" 通过对该公司工程款的去

向情况的调查! 办案人员发现!

该公司以六安市飞宇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和安徽省淠史杭灌区

管理总局工程处名义中标的两

个工程款
#&$

余万元没有进淠

史杭公司账户! 而是转入了赵

永生# 石英菊的私人账户" 由

此可以判断! 该公司至少存在

账外账" 至此! 秘密初查基本

完成"

由证到供

掌握了相关证据后 ! 办案

人员迅速出击! 直接赶赴淠史

杭公司! 一组将赵永生带回检

察院进行调查! 另一组控制了

石英菊" 办案人员的突然到来!

让没有任何防备的石英菊不得

不将自己保管的 $账外账% 交

了出来"

通过对 $账外账 % 信息的

查询! 办案人员掌握了淠史杭

公司在工程招标# 验收等方面

向他人行贿! 公司班子成员贪

污# 挪用的情况"

根据这一重大发现 ! 办案

人员决定把石英菊列为突破点!

并集中展开审讯" 在银行资金

来往凭证# $账外账% 记载等

铁证面前! 石英菊供述了自己

伙同其他班子成员贪污# 挪用

公款以及设立公司账外资金的

犯罪事实"

&$$'

年和
&$$(

年!

该公司以六安市飞宇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和安徽省淠史杭灌区

管理总局工程处的名义中标两

个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工程后 !

赵永生指使石英菊将这两笔工

程款总计
)"$

余万元存放于账

外 $小金库 % 中 "

"$%)

年
*

月! 赵永生及其他班子成员研

究后! 决定给班子成员每人分

*

万元 ! 共从这笔账外资金中

支出了
)*

万元"

在讯问石英菊的同时 ! 另

一组由分管副检察长亲自出马!

对赵永生进行审讯" 在事实和

证据面前! 赵永生不仅供述了

贪污犯罪事实! 还主动交代了

其收受下属费明久财物! 为其

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受贿事实 "

随后! 赵永生被指定居所监视

居住"

以点打面

果然不出所料 ! 利用指定

居所监视居住这一办案手段 !

办案人员进一步固定了赵永生

贪污口供! 并顺利深挖出了赵

永生向区水利局原局长张金中!

副局长高玉生# 李本传以及农

水股股长许秉琦行贿的犯罪事

实"

与此同时 ! 在查清石英菊

的犯罪事实后! 鉴于其认罪态

度较好 ! 该院对其取保候审 !

并向其他人表明! 积极配合调

查如实供述可以得到从宽处理"

这一招果然奏效! 石英菊回去

后! 淠史杭公司其他
*

名班子

成员纷纷到检察机关自首! 积

极退账! 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

事实" 就这样! 在短短
*

天之

内! 该院就立查贪污# 贿赂案

'

件
'

人"

为了打击极少数 ! 教育挽

救大多数! 六安市检察院作出

指示& 在三天内! 对涉案案值

小的 # 能积极说明情况的依法

可以不做犯罪处理! 交纪检部

门做党政纪处理' 对涉案案值

在
*

万元以上的! 主动到检察

机关投案的! 依法可以从轻处

理"

在法律威慑和政策攻势下!

三天内! 涉案的区水利局原局

长张金中! 副局长高玉生# 李

本传相继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

零口供定案

然而 ! 在规定的时限内 !

也有少数干部抱着侥幸心理 !

试图 $瞒天过海%" 区水利局农

水股原股长许秉琦便是一个典

型" 许秉琦不是选择主动投案

争取从宽处理! 而是私下找行

贿人退赃并订立攻守同盟! 以

此来对抗侦查" 在突破行贿人

掌握铁证的情况下! 金安区检

察院将许秉琦带回检察院审讯"

面对大量的证据和办案人员的

问话! 许秉琦始终不配合! 无

论什么问题都以 $我不知道 %

$我不记得了% 等加以搪塞"

办案人员决定转变侦查思

路! 通过技术手段搜集其他证

据 ! 包括固定行贿人的证言 !

开展大量的间接证据搜集! 调

查许秉琦的家庭财产! 形成了

环环相扣# 牢不可破的证据锁

链" 最终! 认定其受贿
!$

余万

元! 使得 $零口供% 对案件侦

查的影响降为 $零 %"

!

月
&)

日! 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许

秉琦有期徒刑六年" 金安区检

察院以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

目前此案正在抗诉中"

最终 ! 赵永生因犯受贿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石英菊

因犯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

一年! 缓刑一年' 其余涉案人

员因具有自首情节或认罪态度

好! 免予刑事处罚"

知道自己触犯了法律，面对一堆“废纸”诚惶诚恐

%+(*

年
'

月我大学毕业被

分配到金沙县人民医院从事临

床内科工作% 之后先后晋升为内

科主治医师& 内科副主任医师%

&$$*

年
%

月担任副院长 '

&$$,

年
(

月任院长'同年光荣加入中

国共产党% 我还历任金沙县第六

届政协委员&金沙县第十四届人

大代表&毕节市第一届党代会代

表&贵州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到金沙县人民医院工作以来'

我由一名普通临床医师一步步成

长为医院院长% 在我的精心管理

下'医院业务全面下滑&人心涣散&

技术骨干流失的局面得到彻底扭

转% 在我出事前'医院开放床位增

加到
)($

多张'年收入首次超过
%

亿元% 医院总资产由之前的
%*$$

多万元增加到
!

亿多元%

然而'在成绩面前'在医疗行

业潜规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在

供应商的各种诱惑下' 我失去了

原则这条底线' 未能抵制住享乐

主义的引诱' 由开始的简单吃请

到后来推托不了的被动接受%

+

年来' 我共收受供应商以各种名

义送来的"感谢费(共计
,$$

余万

元' 走上了违法犯罪的不归之路

!在被检察机关调查之前"将其中

&(+

万元退还给了供应商#%

我知道自己的行为违反了

中央八项规定'省&市十项规定'

触犯了法律法规'所以整日提心

吊胆% 我收受的这些钱既不敢用

于日常生活享受'又不敢存入银

行'可以说'我整天面对一堆)废

纸(诚惶诚恐%

&$%!

年初毕节市

召开预防职务犯罪专题电视电

话会议'市检察院检察长石子友

的讲话让我如梦初醒% 我将自己

任职以来收受的现金整理打包'

准备在全县卫生系统行业整顿

大会后主动上交% 当时我人生的

最大一个心愿就是在任职期间

看着亲手规划并正在建设中的

新人民医院建成投入使用'可能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让我犹豫不

决%

&$%!

年
)

月
&,

日'检察干警

来到我的办公室'要求我协助调

查相关案件 ' 我的侥幸心理顿

失% 我交代了自己担任院长以来

的所有经济问题'并主动上交了

),+

万余元受贿款%

我真诚地恳请组织给我一

次重新做人的机会'让一个行医

&+

年的老医务工作者再次坐诊

行医&救死扶伤'以回报社会%

"更多贪官忏悔录详见正义

网专栏
)**+,--.../0123/14(-56+

*714228+*746-*91):-

#

"

忏悔人!栾亚军

"

原任职务!贵州省金沙县

人民医院院长#贵州省第十二届

人大代表

"

触犯罪名!受贿罪

"

判决结果 !

&$%!

年
%&

月

&$

日!贵州省织金县法院判处其

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个人财

产人民币
*

万元"

"

犯罪事实!

&$$'

年至
&$%!

年 !栾亚军利用职务之便 !多次

收受他人贿赂共计
)&$-+

万元 !

为他人取得医疗器械#药品供应

权提供帮助"

深挖贪污背后的渎职案
!

王 宇 赵 斌 徐 驰

近日!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

城区检察院开展的 $预防职务

犯罪乡镇行% 活动中! 检察长

殷勇结合查办的杨明玩忽职守

案! 给该区仓集镇全体工作人

员上了一堂预防职务犯罪法治

教育课" 杨明原为宿淮铁路建

设某镇拆迁补偿款发放的具体

审核负责人! 因玩忽职守# 怠

于履行职责! 致使拆迁补偿款

被套取" 在给国家造成经济损

失的同时! 他自己也受到了刑

事制裁"

督促履职发现犯罪线索

&$%!

年
,

月
%$

日 ! 宿城

区检察院接到群众反映! 称某

镇在宿淮铁路建设过程中怠于

行使职责! 对征地补偿金计算

和发放审核不严! 致使个别拆

迁户套取大量补偿款" 该院调

查发现! 在宿淮铁路建设前期!

该镇某居委会原副主任张诚等

人利用协助政府拆迁的便利 !

虚报树木和取土坑面积! 套取

拆迁补偿款' 时任该镇宣统委

员杨明怠于履行职责! 可能涉

嫌渎职犯罪"

同月
%,

日! 该院向某镇政

府发出督促履行职责检察建议!

要求规范对辖区村 (居) 委会

协助政府管理事项的监督# 指

导' 充分履行管理职责! 避免

虚报数据骗取国家财产情况出

现" 同时! 将杨明涉嫌渎职犯

罪的线索移送反渎部门"

宿城区检察院反渎局立即

组织力量对线索进行评估! 认

为成案价值较高! 遂展开侦查"

多方调查确定监管责任

为了弄清宿淮铁路拆迁工

作的具体流程! 该院反渎局侦

查人员首先前往区铁路建设办

公室了解情况 " 他们了解到 !

根据相关规定! 宿淮铁路沿线

征地拆迁工作由各个乡镇负责!

属地管理! 乡镇具体组织人员

统计拆迁地段面积及附着物种

类# 数量! 具体负责人签字确

认后上报区铁路办! 再由区铁

路办扎口上报市铁路办审核 !

市铁路办在区铁路办申报的基

础上进行复核" 同时! 铁路建

设资金是专户专用! 资金打到

专户账上后! 由镇政府将拆迁

征地补偿资金据实发放给拆迁

户"

侦查人员从本院反贪部门

调取的卷宗材料显示! 时任该

镇宣统委员的杨明先后多次组

织召开会议 ! 要求各村 (居 )

委会切实协助镇政府做好拆迁

地段土地面积及附着物的丈量#

清点# 统计等工作" 同时! 该

镇的 $三套班子% 会议记录显

示! 由时任宣统委员的杨明具

体负责该镇路段铁路建设的服

务工作! 做好拆迁# 征地等工

作" 侦查人员又前往市铁路建

设办公室! 调取了宿淮铁路宿

迁段征地拆迁补偿协议# 补偿

审查表等文件! 拆迁审核表上

均有杨明的签字"

综合调取到的各项证据完

全能够确定杨明对其所在乡镇

的铁路拆迁工作具体负责 ! 并

对统计上报的材料真实性负责"

深入走访锁定渎职行为

该院反贪局立案查处张诚

等人时调取的证据显示! 杨明

并未参与他们的犯罪行为" 排

除了杨明参与套取拆迁补偿款

的可能性之后! 反渎局侦查人

员将侦查重点放在了其是否认

真履行职责上"

$张诚等人虚报的树木和取

土坑面积较大! 杨明如果真的

履职尽责 ! 应该能够及时发

现"% 在案情讨论分析会上! 侦

查人员得出了一致结论" 随后!

侦查人员兵分两路! 一路前往

张诚等人的服刑监狱! 进一步

询问协助镇政府实施拆迁工作

时的具体情况' 另一路走访涉

及到的所有拆迁户! 了解丈量#

清点拆迁土地面积及其附着物

的具体过程"

张诚等人反映 ! 杨明只是

在拆迁前期进村查看过几次 !

后来没再去过! 并且在上报分

户报表时! 杨明没有派人复核

实际情况! 而是直接签字确认"

与此同时! 走访的侦查人员也

了解到! 居委会既没有对拆迁

面积及附着物数量等汇总情况

进行公示! 也没有对拆迁补偿

款的发放# 领取情况进行公示!

测量时都是居委会的会计带人

组织的! 没见过镇里的人前来

核查"

综合取得的相关证据显示!

杨明涉嫌玩忽职守罪的证据确

实充分" 该院遂对其立案侦查"

就在侦查人员准备正面接触杨

明的时候! 杨明主动来到该院

说明情况! $因为工作比较忙!

精力有限! 我不可能每家每户

都去核实 ! 只能是抽查复核 !

张诚等人虚报的情况可能就是

这样漏掉的! 这不能算是我的

责任"%

但在详实的证据面前 ! 杨

明没过多久就作了交代 " 原

来! 在拆迁建设前期! 杨明的

确去过几次拆迁现场实地核

查! 后来因为工作比较忙 ! 就

没有再去实地核查 ! 只是在

各村 (居 ) 委会上报的统计

表的基础上将分户总数与测

算表上的数目进行比较 ! 只

要分户总数不超过测算表上

的数目就直接签字确认 ! 对

于拆迁户名单以及每户具体

情况没有进行核实 ! 致使张

诚等人钻了空子"

最终 ! 宿城区检察院以杨

明玩忽职守! 不认真履行职责!

致使张诚等人虚报冒领拆迁补

偿款
*$

万余元! 依法对其提起

公诉"

!

月
&&

日! 该区法院对

杨明作出有罪判决"

"文中所涉人物为化名$

佳木斯：
打造行贿档案查询“安检门”

!

本报记者 韩 兵

通讯员 刘治文 曹更坡

今年以来! 黑龙江省佳木斯

市检察院创新预防工作! 努力打

造行贿档案查询!为工程招标把

好$安检门%"

年初! 该院依据查询信息!

对辖区
*(

件#总投资达
%$

亿余

元的政府采购项目及重点工程

项目开展监督 ! 将涉及辖区政

府采购系统和工程建设领域的

招标项目资料按开标时间 #标

的金额 # 项目种类等分类实施

专门管理 # 监督 ! 适时参与政

府采购项目现场招投标 ' 对涉

及佳木斯新经济增长点 # 关系

民生 # 基础设置建设等项目的

重点环节进行监督 ' 对政府招

投标过程中各监督部门人员是

否到位 # 程序是否合法等情况

进行监督 " 在查询系统中设计

预警提示功能 ! 根据数据变化

自动搜索 # 分析相关投标企业

在投标围标中是否有围标 # 串

标苗头 ! 将违规企业列入黑名

单 ! 禁止其参与佳木斯辖区政

府采购项目 ! 敦促企业按照诚

信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经营 !

维护了辖区招投标环境健康有

序运行 " 同时 ! 设立网上和查

询现场的 $招投标问题反映

箱%! 拓宽了监督渠道"

目前! 在佳木斯市的招投标

工作中! 相关部门都知道有行贿

档案查询这道$安检门%!已经把

行贿档案查询作为常态化工作!

有力地促进了市场准入监管机制

的建立和健全"下一步!该院预防

干警将深入中俄跨江铁路大桥#

哈佳快速铁路#抚远!黑瞎子岛$

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 $一

带一路%上的重点项目!以行贿查

询$安检门%为介入点!切实实现

$预防保驾!法治护航%"

近日'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检察院组织该区供电公司领导班子成

员&机关全体中层干部&重点岗位人员及基层所&站长共
'$

余人到唐山

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唐山监狱开展专题警示教育活动% 参观

人员近距离感受了服刑人员的工作区和生活区' 参观了警示教育展

厅'聆听了服刑人员的现身说法% 他们表示'今后一定要不断加强自身

修养'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和生活%

刘子珍 佟立敏摄

近日'江苏省南通大学廉政文艺汇演成功举行%该市崇川区检察

院选送的情景诗朗诵+家人的守望,'以一个贪官及其父亲&妻子&女儿

等人的视角'展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家庭悲剧'充满了警示教育意义%

南通大学的一位老师观看演出后说-)真没想到'廉政主题的晚会也能

这么养眼&如此走心'检察官的诗朗诵深深震撼了我%(图为来自崇川

区检察院的四名检察官表演情景诗朗诵%

本报记者徐德高 通讯员季萍 葛明亮摄

近日'福建省长泰县检察院组织该县公路局党员干部
&$

余人到预

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育%讲解员预先收集了涉及公路

系统的职务犯罪案例'给他们着重讲解了易发职务犯罪的类型&发案环

节以及严重危害%公路局党员干部纷纷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廉洁意

识'切实做到修路修身&养路养心%

黄从余 谢晓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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