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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拍案

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丁维和是个“骨灰级”藏友，我们且来听听———

落马贪官的“收藏故事”
!

关开城 袁丹 唐晓宇

静静的午后! 和煦的阳光下 !

泡一壶香茗 ! 赏玩书房博物架上

的珍奇 ! 品味四壁悬挂的名人书

画""江苏省徐州市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丁维和曾这样遐想过自

己的悠闲生活#

他多年积攒下的书画$ 玉器等

贵重物品!如今打包成几大箱!存放

在检察机关监管涉案款物的专门场

所!随主人的梦想一起沉寂#

!

月
"#

日
$

由江苏省无锡市检察院提起公

诉的丁维和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案一审宣判! 其因受贿约
%%&

万

元$ 另有
'()

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并处

没收财产
*(

万元!受贿所得和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部分的违法所得予以

没收!上缴国库#

四个宝箱"

揭开低调藏友真面目

乱世藏金!盛世藏宝#近年来!

民间收藏蔚然成风! 在汉文化荟萃

的徐州!民间书画$玉器$古玩交易

非常活跃!在藏友圈子里!也有很多

低调的%骨灰级&藏友#

徐州很多资深书画经纪人都对

丁维和这个名字耳熟能详# 某画廊

老板孙某! 先后帮丁维和卖掉六七

幅名家字画!总价值五六十万元'某

古玩经纪人! 帮丁维和处理过一批

奇石' 某画廊经理应邀至丁维和家

中为书画作品 %掌眼&!意指为别人

鉴定收藏品的真伪"!发现这是一幅

价值百万的名家真迹""

藏友丁维和何许人也(他
+(("

年担任睢宁县代县长! 此后历任铜

山县县长$贾汪区区委书记!后担任

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

官至副厅级#

按理说丁维和官职不算低 !可

即使对一名副厅级干部的收入来说!

玩收藏也有些奢侈!何况丁维和出身

农家! 家族中也没有谁经商办企的#

为何他动辄能拿出价值不菲的名人

字画$古玩珍奇(种种形迹!终于引起

注意#

"(&%

年
)

月!丁维和接受组织

调查#当年
,

月!江苏省检察院对其

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省检察院反

贪局迅速明确侦查方向!要求无锡市

检察院配合开展侦查#

无锡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何洪辉

亲自点将! 调集全市反贪侦查人才

赶赴徐州! 介入这起备受社会关注

的大案#通过摸排!办案人员发现丁

维和在接受组织调查前曾偷偷转移

收藏品! 果断决定从这里打开突破

口#办案人员谋定而动!一天之内将

丁维和%寄放&在亲友处的四箱物品

全部扣押到位#打开%宝箱&!书画$

钻石$翡翠$黄金$玉石$手表""一

件件贵重物品码放得整整齐齐!品

相不凡!令人瞠目#

该案主要承办人$ 无锡市检察

院反贪局侦查二处副处长糜志刚

说)%上有所好!下必附焉#丁维和收

受雅贿!与其所处的官场生态$身份

权位$个人喜好不无关联#&丁维和

担任区县一把手多年! 作为一个地

区的%中枢神经&!他的喜好成了有

求者的关注点! 不少企业家重金搜

罗书画$玉器!学习收藏知识#

当审讯人员把一张张物品的照

片出示在丁维和面前时! 他沉默良

久! 不得不将藏品背后的故事一一

道来! 其受贿金额由初查时的百万

元攀升至
%((

余万元#

注重品质"

保值增值成关键

丁维和收藏的书画作品中有一

副对联!写的是%有容乃大!无欲则

刚&!颇受丁维和喜爱#

多年仕途!他对官场潜规则了然

于心!一般的烟酒礼品婉言谢绝!还曾

主动退还一幅张大千书画作品! 给人

造成%无欲则刚&的印象#事实果真如

此(%张大千的画很贵重""我担心出

事就把画还他了#&讯问中!谈及这幅

画!丁维和坦承自己%怕出事&!原来是

怕张大千的作品太%扎眼&了#

什么样的%雅贿&是丁维和乐于

接受的呢( 无锡市检察院公诉处检察

官王永祥分析!市场认同度高$确属真

迹$容易变现的名人字画最受他喜爱!

其次为钻石$玉器$黄金$象牙""

+(('

年左右!徐州某集团公司

决定对铜山县一块土地进行开发!

建设一个主题公园! 但铜山县规划

局认为规划方案违规!予以打回#集

团老总韩某主动找新任县长丁维和

汇报工作!大力描绘项目前景#丁维

和当即要求规划局把该项目直接提

交给县规划委员会#

+((!

年
)

月!丁

维和以县规划委员会主任的身份!

亲自主持召开规划委员会全体会

议!对韩某这个项目给予大力支持#

领导定了基调! 接下来的事情水到

渠成!主题公园项目顺利上马#

韩某的主题公园与铜山县政府

颇为%有缘&#项目才上马不久!

+((!

年! 铜山县政府为提高新区人气投

资建房! 圈定的土地中恰有主题公

园的
&((

多亩地# 好不容易养大的

%金鸡&就要下蛋了!却要被割肉!韩

某可不愿意!立即找丁维和诉苦#丁

维和着意安抚! 对韩某提出的土地

转让价格$ 减免转让契税等要求一

一应允#最终!这块地以
+,

万元一

亩的价格转让!政府另行补偿
+(((

万元!总计
%,((

万元左右!并返还

税款
*((

余万元#

这笔交易没吃亏! 韩某很感谢

丁维和! 把自己的藏品筛了一遍!挑

出一幅
+(('

年在北京琉璃厂购得的

范曾画作! 在
+((*

年春节把这件大

礼送给丁维和# 这幅画作大约
%

平

尺!画的是达摩讲经时一个猴子听经

的场景!而丁维和的属相正是猴子#

范曾是书画大家! 市场上鱼目

混珠之作汗牛充栋# 深谙品鉴之道

的丁维和仔细赏玩了一番! 打电话

给韩某客气地让他拿走# 韩某一头

雾水! 拿回去之后转念一想才恍然

大悟! 立马到北京找了一家权威鉴

定机构!出具了对此画的鉴定证书#

两个月后! 韩某拿着画作和证书再

次上门#丁维和看到写着编号$盖着

钢印的证书! 也算体会了韩某的一

番苦心!不动声色收下画作和证书#

有了证书护航!书画作品便等于

上了保险#丁维和以
&((

万元的价格

委托熟识的书画中介出售该画#

%丁维和屡屡将艺术品变卖折

现! 不难理解为何一张含金量高的

权威鉴定证书! 比一幅真假莫辨的

书画更受丁维和重视#&王永祥说#

囤积居奇"

假画也能卖出高价

然而!藏品品质并非丁维和收藏

的唯一标准#从案卷材料可知!他还

囤积了很多书画赝品!不少是从书画

经纪人处得来#%雅贿& 利益链上!经

纪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他们熟

悉市场!身份隐蔽!成为贿金洗白的

中转站#随着藏品累积!丁维和与经

纪人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既然关系良好! 经纪人们为何

把假画送给丁维和(

+((-

年! 陈某的能源有限公司

落户徐州市贾汪区! 丁维和几次三

番视察其公司! 在企业与村民发生

纠纷时! 也是丁维和帮陈某解决了

问题#如此鼎力支持!陈某怎能不感

恩戴德(

+(&&

年春节! 陈某带上近
+(

万元的存折给丁维和拜年# 丁维和客

套几句!随手把存折收进抽屉!等再想

起已过了快一年#取款手续麻烦!丁维

和把存折还给陈某!给他另指%明路&)

把钱取出来!打给书画经纪人冯某#

陈某起初还有点转不过弯来 !

给丁书记送钱! 干吗打给一个面都

没见过的书画经纪人( 丁维和笑着

拿出一张清单$

!

幅书画!让陈某拿

走#陈某这才明白!原来丁维和这番

安排! 是造成通过中间人买卖书画

的假象#他捧着书画回了家#不久!

冯某便把钱转给了丁维和#

审查中!检察官提及这笔交易!

丁维和称自己对陈某并不认可!碍于

情面!回赠对方%价值不菲&的书画#

!

幅书画果真值
+(

万(经查!其

中部分为赝品!其他书画价值不高#

据书画经纪人范某介绍! 行内不少

人都有囤积书画的做法! 不问真假

只看画的%卖相&!一般花两三万就

能团购二三十幅画! 有些作为礼品

赠送给丁维和这样的优质客户!以

维护良好的买卖关系#

假画到了丁维和手里!用处可大

了#收到大笔贿赂时!为求心理平衡他

拿出书画回赠对方!表示礼尚往来!对

方亦心知肚明!不问书画真假'有些贿

赂风险较大!当场拿太过危险!丁维和

就让对方拿现金找经纪人! 从经纪人

那里买画!洗脱自己干系#

知假$囤假$赠假$卖假!为的是

掩盖受贿本质#

#雅贿$隐蔽"

亟待破解查办难题

从上述操作雅贿的手法!可以看

出丁维和的雅好虽雅!背后仍是一个

贪字#求他办事者形形色色!求土地$

求项目$求调动""而丁维和也借手

中权力为相关利益人大开绿灯#

+(&(

年
%

月! 连徐高速公路发

生一起交通事故! 肇事者为徐州某

大型企业老板孙某! 他向丁维和求

助#在丁维和推动下!孙某向被害人

家属作出赔偿!风波得以平息#

+(&+

年
)

月!丁维和调离贾汪区#孙某拎

着整整
'(

万元现金登门表达 %心

意&!丁维和推辞一下就接受了#

在丁维和因受贿被检察机关查

处后! 孙某行贿等犯罪行为也被依

法惩处#

+(&'

年
'

月!经无锡市惠山

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孙某被判处有

期徒刑四年#

无锡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处

处长黄成荣介绍! 该案查办难点有

三)一是丁维和任职经历丰富!社会

关系深厚!取证难度大'二是在接受

调查前!丁维和有隐匿$转移串供行

为!给办案带来困难'三是%雅贿&手

法隐蔽! 目前相关法律法规认定不

够明确!对物品价值评估缺乏规范#

检察机关围绕受贿金额认定做

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 请权威鉴

定机构对涉案物品进行鉴别# 对丁

维和已经变卖的部分书画! 办案人

员在北京$ 徐州等交易地点展开周

密调查! 取得物品成交记录和经手

人的证言!确保证据链的完整#

今年
'

月
+,

日! 江苏省检察院

检察长徐安向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作反贪污贿赂工作专题报告!分析了

反腐工作形势!指出!%雅贿&现象日

益增多#对此!无锡检察机关集中办

案力量! 以实际行动彰显反腐决心!

通过丁维和案的办理!给%雅贿&以重

拳痛击#无锡市检察院检察长蒋永良

说)%雅贿手法隐蔽! 存在取证难$鉴

定难等问题#我们将在司法实践中不

断积累查办经验!与腐败分子斗智斗

勇!决不放任雅贿泛滥#&

办案中! 检察机关在收集证据

时还进一步发现丁维和存在
'((

余

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事

实!并对此展开调查!与其受贿犯罪

事实一并提起公诉#

该案侦查终结后! 江苏省检察

院检察长徐安批示肯定无锡检察机

关的办理成效! 要求认真总结该案

办理经验和相关做法! 供全省反贪

部门借鉴#

丁维和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一案中最为鲜明的特点是采取了

$雅贿%的手段&与一般的权钱交易

相比'雅贿%更具有隐蔽性#欺骗性&

给犯罪认定带来难度(但毋庸置疑&

'雅贿% 的实质仍然是权钱交易&是

行贿者为了谋取利益而在贿赂方式

上变出的新花样& 仍然符合受贿罪

本质特征(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

展&古玩字画因升值快#易变现而成

为民间收藏热点( 而党中央反腐力

度不断加大# 相关法律法规日益完

善& 行贿受贿犯罪的风险也不断提

高(一些行贿人#受贿人为逃避法律

处罚而以古玩字画作掩护&这是'雅

贿%泛滥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古

玩字画十分特殊& 无论是价格鉴定

还是真伪鉴别都是难题& 因而在惩

治此类犯罪时& 往往面临着对 '雅

贿% 物品及其价值评估难以统一规

范# 相关司法解释还不够完善等问

题&给案件查办带来难度(

办案中& 我们还感觉到被告人

对'雅贿%的认识存在误区&甚至没

有看到'雅贿%的实质&从而在客观

上放松了警惕&助长了贪念(回顾丁

维和仕途经历& 其担任领导职务二

十多年&并无主动索贿等劣迹&唯一

的弱点在于附庸风雅( 当其个人的

兴趣爱好由私密走向公开& 别有所

图者便找到了乘虚而入的良机(对

古玩的爱好&蒙蔽了丁维和的心智&

其最终因'雅贿%落马(

只有加强源头治理&从行贿#受

贿两个层面加大打击力度& 才能从

根本上扼

制 '雅贿 %

现 象 ( 对

策 包 括 )

进一步完

善惩治和

预防贪污

腐败的立

法 & 帮助

司法机关

更为精准

地认定新形式贿赂* 建立权威+透

明# 高效的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

机制*规范艺术品交易市场&防止赃

款'洗钱%*加强制度监督和群众监

管机制等等(

%江苏省无锡市检察院公诉处

检察员 王永祥&

案后说法

打开 '宝

箱%& 书画#钻

石#翡翠#黄金#

玉石#手表,,

一件件贵重物

品码放得整整

齐齐& 品相不

凡&令人瞠目(

昧良心
说起广东电视台主持人陈维聪!是

许多老广眼中的熟面孔# 他是活跃在电

视界
+(

年的粤语名主持!曾主持创下了

收视纪录的综艺节目*万紫千红+!获全

国%金话筒&奖#近日!广东媒体圈中却流

传!陈维聪夫妇涉嫌古董诈骗
+

个亿#记

者
++

日向广州警方知情人士证实!警方

已在侦查该古董诈骗案! 陈维聪夫妇也

已经被警方控制#

陈维聪自述自己也曾遇到许多收藏

骗局!甚至可以写一本*骗术百科+!尤其

是古董专家参与诈骗 #%我曾到东莞某

,大藏家-豪宅中!,大藏家-拿出两件,国

宝级藏品-给我看!神秘地带我走进其密

室! 只见一白发老者正在用放大镜逐一

审视着那些假瓷! 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

故宫某专家!面对明明白白的假货!居然

还煞有介事地仔细鉴定! 然后令人瞠目

结舌地挑出部分,真品-!我内心质问他

啥眼神之余!也悟出了个中的道理)专家

,诊金-昂贵!讲真话揭穿人家全是假货!

可能收不到尾数#但是!他是否意识到!

这种出卖良知的行径! 同样会令自己收

不到人生的尾数啊.这些昧着良心做人$

变相成了文化遗产生态浩劫幕后推手的

所谓专家学者! 他们是否应当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呢(&他曾如是说#

摘自
!

月
""

日'羊城晚报(

人要有良心&人要有良知&没有人不

明白这个道理( 道理知道得如此清楚&自

己还要去 这道浑水&这是为什么-看看

这位名主持人的感慨&我们或许能找到答

案('这种出卖良知的行径&同样会令自己

收不到人生的尾数啊.%看来&这是一句道

德上的慨叹(一个人如果昧了良心&总会

受到自己内心的谴责吧-无奈的是&一个

人如果没有信仰&他并不会对自己的良心

进行谴责(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他的内

心会为自己找出千百个理由(即便是在道

德上对他人大加谴责之人& 自己没有信

仰&这种谴责也就成了扯闲篇(

没有了道德的约束& 有对法律的畏

惧也是好的( 畏惧虽然不如道德自省高

大&但畏惧了总可以避免自己陷入泥潭(

但正如这位主持人所说)'这些昧着良心

做人+ 变相成了文化遗产生态浩劫幕后

推手的所谓专家学者& 他们是否应当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看到专家说点假

话赚到了钱& 自己心里不免愤慨( 于是

乎&有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心理&自己也忍

不住想去赚这份儿钱(估计&就是在铁窗

之下心里也是不平衡的(

我们希望人能够自省& 就像希望这

个世界能够永远美好一样(然而&这只是

一种希望( 在这样希望的制高点没有到

来之前&我们应该还是要心存底线(法律

是不能违背的&底线是不能触碰的&坐牢

那不是闹着玩的(在'高大上%的同时&看

看身边的这些昧良心的人& 不要羡慕嫉

妒恨&也该想想贼偷要挨打(

%本期坐堂)张笑&

酒店头上那颗星，虚幻还是真实

如今这'招牌%是真不能轻易相

信了( 开了一年的店就成了百年老

店* 几个小大夫开的无证诊所叫专

家坐诊* 盖起来几栋校舍就是学生

公寓*卖了几年的药就是祖传秘方*

旅游景点动不动就成了文化遗产*

高级酒店那五颗星没准就是自己贴

上去的,,这不是我瞎说& 你对号

入座网上搜搜去就全出来了&现在&

你还能相信啥-

刚刚有媒体再次暗访酒店行

业& 发现北京乃至全国的洗涤服务

质量整体不达标&更有甚者&有些小

作坊洗涤厂还会将医院的病服和酒

店的床单混洗( 即使五星级酒店也

无法达到洁净+ 舒适的洗涤质量要

求& 高档酒店给城市穿上了光鲜的

'外衣%& 而劣质的洗涤服务却成了

糟烂的'贴身内衣%(

我想起了经常出差住过的酒

店&唉&不能再往下想了(无独有偶(

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市场0调查栏目

曾曝光&包括速
*

+喜来登以及假日

酒店在内的
,

大连锁酒店& 酒店用

品残留大量细菌威胁住客健康(该

栏目对加拿大境内
,

家连锁酒店的

'%

个房间&针对顾客接触频率最高

的
*&(

件物品经过
!(((

多次取样

后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大部分清洁

后的客房用品仍然为 '高度污染%(

而床上用品+ 浴室水龙头和遥控器

是酒店房间内最脏的物品(

近些年& 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升&人们外出频率越来越高&

酒店行业也迎来快速发展的春天(

但在其火热发展的背后& 陆续出现

了价格参差不齐+ 虚假宣传+ 傍名

牌+ 卫生条件不合格等诸多违法行

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扰乱了市场经营秩序(

尤其涉及酒店的洗涤业存在如

此多的问题&不该管管吗-是否有相

应的标准进行约束-我查了查&关于

洗涤行业标准& 我国目前仅有一部

/洗涤业管理办法0&但围绕该办法的

地方法规和标准体系比较少见(如洗

涤厂要建成什么样&衣料用洗涤剂如

何使用等&均无国家强制标准(话说

回来&即使有标准&能否执行到位&从

目前的乱象来看& 也是一个问题(据

说&洗涤行业围绕管理+卫生+环境等

各方面&商委+工商+质监+卫生+环保

等多部门都有监管职责(但由于多种

原因&现在的洗涤行业监管乏力(

不管就更乱了& 还得管& 怎么

管-深入开展行政指导&倡导诚信经

营很重要( 工商部门应通过行政约

谈+行政告诫等柔性措施&加强对酒

店经营者的行政指导& 重点针对酒

店洗涤行业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

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分析典型

案例+ 讲解违法违规应当承担的法

律后果& 提升其法律认识和违法成

本意识& 有效防范其因不懂而被动

违法或为一时之利而以身试法(另

外&鼓励大众参与监督&遏制违法气

焰是必需(应利用法律法规进社区+

进学校+进商场等契机&向消费者曝

光酒店行业常见违法陷阱& 提醒其

对酒店尤其洗涤服务必做到自警&

并鼓励其在发现酒店行业类似违法

行为时& 及时向相关部门投诉+举

报(同时&向消费者宣传维权重要意

义& 使其懂得利用法律武器为自己

合法权益据理力争& 有效遏制服务

行业肆无忌惮的气焰(最后&加大执

法监管力度& 探索协作维权机制是

根本(应注重多部门的沟通协作&尤

其在旅游旺季和节假日期间& 开展

联合执法行动& 严厉打击酒店洗涤

业乱象( 根据酒店行业异地交易较

多的实际& 应大力探索跨区域协作

维权机制& 即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受酒店行业侵害时& 可允许其到居

住地所属工商所投诉+举报&当地工

商部门受理后& 与酒店所属地工商

部门取得联系& 由该地工商部门开

展事实调查&在调查属实基础上&依

法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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