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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人简介

洪多多，1985年2月生，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检
察院公诉科副科长、检察员，
2006年进入检察系统，先后
在反贪局、公诉科工作。在公
诉科工作5年间，审查各类刑
事案件300多件。曾获优秀
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宣城
市优秀公诉人等荣誉。

洪多多出庭支持公诉!正向法庭出示证据"

80万元的项目补贴款被他人取走，合作社领导却好像并不着急。检察机关查阅银行凭证
后发现，这里有个“秘密”———

巨款被“冒领”的背后
!

本报记者 操余芳

通讯员 王友明 李洪光

江苏省高邮市水系发达!水产

丰富! 政府几乎每年都会下拨渔业

专项补贴"

!"#$

年年初高邮市检察

院开展了高效设施渔业项目补贴专

项普查! 发现有企业借用其他单位

名义申报项目!获得政府补贴!并牵

出原高邮市粮食局局长兼发改委副

主任于洪涉嫌滥用职权及受贿行

为"

!%&$

年
&!

月
&

日以于洪涉嫌

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向高邮市法院

提起公诉"

!%&'

年
'

月
!&

日!高邮

市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

定于洪犯滥用职权罪! 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

月" 但于洪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

滥用职权! 遂向扬州市中级法院提

出上诉!目前该案二审正在进行中"

被!外人"取走的
%&

万元

!%&$

年年初高邮市检察院开

展高效设施渔业项目补贴普查!该

院工作人员从高邮市农业开发局$

高邮市农业委员会调出领取国家

专项补贴的全部单位资料!明确哪

些企业领取了渔业补贴"在拉网式

排查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三垛

镇少游村的少游罗氏沼虾产销合

作社#下文简称$少游合作社%&近

几年连续几次获得渔业补贴!他们

决定着重调查该合作社申报项目

真伪及规模大小情况"

!%&$

年
(

月底! 办案人员调

查少游合作社账册时发现 !

!%#(

年
#

月
!)

日和
*

月
)

日高邮市

农业办公室向少游合作社分别转

入
*$

万元和
&*

万元 "

+"

万元不

是一笔小钱! 办案人员找到了少

游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薛武德和

该合作社副社长兼会计秦红鹏了

解这笔资金的详细情况! 但他们

都说自己记不清了" 这笔钱数额

巨大怎么会记不清%

办案人员决定自行去银行调

取该笔资金明细!发现该笔资金分

两次被一个名为戚某的人取走"办

案人员在心中搜索这个姓名时发

现她并不是少游合作社的成员!那

这个戚某怎么就能取走这笔钱%

搂住老总扶他下楼

+"

万元能轻而易举地被合作

社之外的人取走其中肯定有问

题" 办案人员迅速返回少游合作

社调查! 得知取款人戚某是江苏

戚伍水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下

文简称 $戚伍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戚国祥的女儿! 而戚伍公司与少

游合作社有业务上的合作关系 !

这其中又有哪些文章% 这一切还

要找戚国祥了解才行" 为此办案

人员对戚国祥进行了全方位的了

解! 发现其在早年经营过程中不

乏有争抢市场及打架斗殴等行

为! 如果按照正常程序通知其配

合调查恐怕会打草惊蛇! 所以检

察机关取得公安机关帮助! 对戚

国祥进行定位 !准备 &空降 '在他

面前"

!"&$

年
(

月
("

日中午!定位

信息显示戚国祥在高邮市城管局

对面的饭店!办案人员立即奔赴该

饭店!但他们到达该饭店时!却扑

了个空!戚国祥已不在那里"他们

当即决定!直奔戚伍公司"戚国祥

的办公室空无一人!办案人员装作

与戚国祥很熟的样子!随便问了一

个员工&戚总呢%'对方说在食堂!

办案人员跑着寻找食堂位置!此时

该公司的员工警觉起来!掏出手机

开始拨打电话!一办案人员跑到不

远处的三层小楼! 碰巧那儿是食

堂"一楼二楼空荡荡的!办案人员

一口气爬到了三楼! 听到了说话

声! 他看过去发现戚国祥就在其

中"办案人员迅速上前!一边打着

招呼! 一边一把将戚国祥搂住"已

经有些醉意的戚国祥歪斜地随着

办案人员下楼上车!随后其被通知

到检察院接受讯问"

被拉入黑名单的公司

戚伍公司是一家水产品加工

企业!该企业产品远销日本$东南

亚等地!也获得了很多荣誉"该企

业所在的高邮市是扬州市水面最

多的县!数百条河流交错!湖滩众

多"政府对渔业产业化经营进行一

定的补贴!戚伍公司也曾获得政府

的相关补贴"

该公司的产品主要出口 !所

以对所收购虾的品质有更高的要

求" 它要求与自己合作的养殖企

业必须严格按照自己的要求饲养

虾!不能在养殖过程中随便用药!

若虾苗出现疾病! 只能使用自己

企业配置的药物对虾治病! 收购

时! 该公司对这类虾每斤要比市

场价高
",#

元"

!%%)

年戚伍公司因在产业化

经营财政补助项目申报中弄虚作

假被扬州市审计部门查出! 后扬

州市审计部门会同该市财政部门

对戚伍公司作出三年内不得再申

报农开项目补贴的处罚 "

!%##

年

年初!戚伍公司仍想获得
!%#!

年

度的补贴! 可该公司的处罚期未

满!戚国祥就开动脑筋!想找熟人

帮忙走捷径"

用合作社的名义来申报

!%##

年于洪任高邮市农开局

局长! 他与戚国祥相识多年"

!%%$

年于洪任龙虬镇党委书记!戚国祥

的小舅子也在镇上上班!这年于洪

儿子
!%

岁生日时 ! 戚国祥送了

'%%%

元礼金! 从此他俩渐渐熟识

起来!至今已有十几年交情"戚国

祥想申请项目补助!正好于洪是农

开局局长!他便找于洪商议"为此!

于洪专门去了趟省里!但对方看见

&戚伍公司'时就说没法申报!因为

还在处罚期内"但这次于洪也带回

了一个办法( 用合作社的名义申

报"

戚伍公司并没有合作社 !当

时就想借用与自己长期合作的少

游合作社的资质 "

!%##

年
+

月左

右戚国祥提出借用少游合作社的

名义到高邮市农开局申报项目 !

该项目的实际申报主体为戚伍公

司!项目申报$验收材料均是戚伍

公司人员准备和报送! 少游合作

社予以协助"

申报项目需要有实际的设备$

工程等!因为在项目竣工后高邮市

农开局$ 财政局与扬州市农开局$

财政局会联合验收 "

!%#!

年戚国

祥在少游合作社进行了一些建设!

申报材料中涉及的生产设备则是

临时租来的!这些建设工程及租来

的设备不过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

!%#!

年
#!

月项目通过验收"

于洪时任高邮市农开局局

长!明知该项目不应该申报入库!

但他仍违反规定将该项目向上级

申报! 故检察机关认为其行为构

成滥用职权罪!戚国祥为共犯"案

发时! 于洪任高邮市粮食局局长

兼高邮市发改委副主任" 戚国祥

被突破后!

!%#$

年
$

月
#

日傍晚!

检察机关的办案干警在于洪办公

室等候多时! 他刚从市政府开完

会迈进自己的办公室就被办案人

员带走" 当晚于洪不仅承认了他

与戚国祥以少游合作社名义为戚

伍公司申报项目的经过! 还交代

了自己曾收受戚国祥及他人钱款

-,'

万元的事实 "

!%#$

年
$

月
#+

日! 于洪被批准逮捕"

'

月
!#

日!

法院认定被告人于洪犯滥用职权

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

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所得赃款

予以没收" 被告人戚国祥犯滥用

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

二年"

定性是否有误
!

张旭 王苏燕

)

月
#*

日!澎湃新闻'长三角

政商&以&江苏江阴一男子专门潜

入拆迁房盗窃并放火!仅定性盗窃

引争议'为题!报道了江阴市检察

院办理的谢冠兴盗窃一案!并以被

害人季某和律师的视角!对本案的

定性提出了质疑"那么!案件到底

是怎样的%定性究竟是否有误%

*

月
!%

日! 犯罪嫌疑人谢冠

兴潜入江阴市青阳镇某拆迁房内

行窃时被路人发现! 报警后被当

场抓获"次日!公安机关对谢冠兴

刑事拘留"

经审讯! 谢冠兴如实供述了

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
-

笔犯

罪事实"但在案件侦查过程中!民

警发现谢冠兴思维$ 言语异于常

人!与其交流比较困难"为慎重起

见!市公安局于
-

月
#*

日委托无

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对

谢冠兴精神状态进行司法精神医

学鉴定"随后!鉴定所出具鉴定意

见!认定谢冠兴智商为
)'

'略低于

正常水平&!但不存在智能障碍或

精神疾病!作案时无精神疾病!具

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

月
'

日!公安机关将本案移

送江阴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

人及时讯问了犯罪嫌疑人谢冠

兴!经审查认定其于
*

月
#!

日至

!%

日期间! 先后
+

次在江阴市青

阳镇里新村等地 ! 窃得废铁 $废

铝$落地风扇$电线等合计价值人

民币
!%%

余元!其中!

*

月
#$

日在

里新村季家厍
#!)

号拆迁房 !即

被害人季某的房内行窃! 因未窃

得财物!放火将屋顶烧坏!

*

月
#'

日在里新村里新桥
!'

号拆迁房

内!窃得电线若干!并放火将门口

的稻草堆等烧毁"

)

月
!

日!经江阴市检察院提

起公诉!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

案! 认定被告人谢冠兴构成盗窃

罪!但能如实供述并主动交代司法

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符合自

首的法律规定! 依法予以从轻处

罚"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谢冠兴拘

役四个月!并处罚金
#%%%

元"

&仅判处拘役
$

个月! 不少被

害人表示! 该判罚 )避重就轻*"'

&检察院只起诉了盗窃罪! 并没有

提到放火情节"'&不构成放火罪!

但该行为也涉嫌构成故意毁坏财

物罪"'该案被害人季先生表示&屋

顶被烧后的相关赔偿!也还没有得

到解决"' 分析澎湃新闻的报道全

文后!承办检察官认为主要焦点集

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能否认定放火

罪# 二是能否认定故意毁坏财物

罪#三是被害人的损失赔偿问题"

江阴市检察院澄检诉刑诉

.!"&'/&$(-

号起诉书对被告人谢

冠兴指控的第
$

笔事实中表述为

&后放火将屋顶烧坏'! 第
'

笔表

述为 &并放火将门口的稻草堆等

烧毁'" 故放火一事真实存在!该

院予以认定" 但放火罪是危害公

共安全犯罪的一种! 其客体是公

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

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

而本案中谢冠兴的盗窃地和放火

地均为拆迁房区域! 绝大部分居

民已经搬迁完毕! 尚未签订拆迁

协议的少数居民也已搬离! 如本

案被害人季某及其家人已居住于

市区!该拆迁房平时也无人居住"

据谢冠兴供述(&我看见那边有一

块很大的拆迁区域! 房子拆得差

不多了!也没人住了!我就想过去

看看能不能在屋里拿点剩下的东

西卖钱"'根据案卷中现场勘查的

照片反映! 案发时被害人季某家

左邻右舍的房子均已拆除! 被害

人家的房子属于 &独幢 '!且着火

后火势很快被扑灭! 没有也不会

发生 &可能会影响到附近居民的

人身安全'的严重后果"

谢冠兴的行为是否触犯故意

毁坏财物罪%法律规定&故意毁坏

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行为构成本罪!但由于

本案中被毁坏'烧毁&的财物为待

拆迁房屋的房顶!价格认证中心表

示无法鉴定"在无法认定被毁坏财

物价值的情况下!江阴市检察院认

为!谢冠兴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的

证据不足!但对其放火行为在事实

表述部分予以列明!作为量刑时酌

定从重处罚的情节予以考量!而法

院也充分考虑了被告人的盗窃行

为$数量$放火等情况!判处拘役四

个月并处罚金"

由于证据及法律原因不能认

定谢冠兴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

物罪或者放火罪!但其行为确实造

成了被害人季某屋顶被毁的损失!

这属于民法调整范畴!被害人季某

可以选择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向

谢冠兴追偿自己的经济损失"

“他们都不卖棉花了”
!

张志勇

余达松在任安徽省宣城市

某棉织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期间! 为达到抵扣进项税额的

目的!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 !虚构虞某 $陈某等
)

人为投售人! 为其经营的公司

虚开农产品收购统一发票
!$"

份 ! 金额
!'-,)

万元 ! 税额

((,'(

万元!申报抵扣进项税额

((,$-

万 元 "

!"&(

年
-

月
&"

日! 税务机关在日常稽查中发

现被告人余达松涉嫌犯罪!遂

将该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同年

+

月
+

日! 余达松主动向公安

机关投案! 在接受公安机关讯

问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被

告人余达松后在取保候审期间

潜逃!今年
!

月
&!

日在江苏省

无锡市被公安机关抓获"

(

月
$

日与
!'

日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该案! 宣城市宣州区检察院检

察员洪多多出庭支持公诉"

&我没有虚开农产品收购

发票!我从虞某$周某$陈某$吴

某$余某$毛某等
)

人处收购了

棉花"'法庭上!公诉人洪多多

宣读完起诉书后! 被告人余达

松便急切地提出辩解! 否认自

己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

&真是这样吗% 虞某
!"&"

年之后就没有种棉花了! 周某

也是
!"")

年之后就没再种棉

花! 毛某从来都没有种植过棉

花!而吴某自
!"&"

年将棉花卖

给他人!并没有将棉花卖给你"

你怎么解释%'洪多多回应得很

冷静"

&我是真的收购了棉花!这

些发票上的棉花大部分都是从

外地中间商! 一个山东人张某

那里收购来的! 因我开具给个

人的农产品收购发票一张发票

金额不超过
'"""

元"为了满足

需要! 我才借用虞某他们
)

个

人的身份证开具了收购发票!

主要是为了做进项税抵扣!并

没有从中获利! 所有棉花都是

真实收购并加工出售的"'被告

人余达松听到公诉人的发问!

迟疑了片刻解释道"

&根据税务规定!你可以从

外地收购棉花! 如果这样收购

就肯定会产生相应的费用和证

明! 比如过桥过路交费应当提

交过桥过路费发票! 燃油应当

提供加油发票! 这些收购费用

在你公司的账目上怎么一分钱

的支出都没有%'听完被告人的

辩解!公诉人洪多多反问道"

&这个没有反映!因为我收

购的棉花都是对方张某运送过

来的"'

&如果是对方送过来的!那

你为何不向对方索要费用发票

备查! 以便自己能够如实开具

收购发票%更何况!对方公司账

目上也没有相关运输费用可以

证明!你有何话说%'洪多多进

一步逼问"

被告人余达松不知如何应

对!选择了沉默"

公诉人洪多多在随后的法

庭调查中! 重点向法庭展示了

虞某$周某$吴某$陈某等一组

证人证言!证实虞某等人
!"&"

年以后均未向达松公司出售过

棉花! 也不知余达松用其身份

信息开具了收购发票的事情"

紧接着她展示了宣城市
'

家棉

制品公司的用电台账$ 工人工

资$ 收购籽棉和销售皮棉的财

务凭证等一组书证! 与余达松

经营的公司进行对比! 证明余

达松的公司能耗情况不足以加

工其开具的农产品收购发票上

记载的籽棉数! 也无法生产出

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

载的销售皮棉数" 余达松为了

抵扣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需缴

纳的巨额税额! 为自己虚开农

产品收购发票"

法院认为! 余达松虚构
)

人为农产品投售人开具农产品

收购发票
!$"

份! 申报抵扣进

项税额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

((,$-

万元!构成虚开用于抵扣

税款发票罪! 该事实有税务稽

查工作底稿$ 农产品收购发票

及统计表$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及附列资料$ 应交税费明细账

及记账凭证$相关证人证言$被

告人余达松的供述和辩解等证

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

余达松的辩解不能成立! 公诉

人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 "

!"&'

年
*

月
!

日!法院判决被

告人余达松构成虚开用于抵扣

税款发票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

年!并处罚金
("

万元!追缴其

违法所得"

这债要了15年

!

口述 卢庆娟 整理 卢清华

$

&'

年啊( 每次找他要钱他都是那句话)*我手头暂时没

钱!你先等等(+后来!他对法院也是这样说,%孙武城开了一家

板材厂!欠他钱的人叫闻震东!在武汉市经营一家多层板销售

商店"

!"""

年以前!闻震东常来孙武城厂里拉板材!有时付款!

有时不付款"

!"""

年
&&

月结算时! 闻震东欠孙武城
!,!

万元

货款"此后!孙武城一直在追要这笔钱"

接到孙武城的申诉! 我们只能对他说!$在我们还没有调

查清楚之前!不能给你确切答复"%似乎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

在我们身上!听说我们需要调查时他放下了手中的申诉材料!

然后转身离开"

$我手头暂时紧张!他得先等等!待我缓过来后!会连本带

息给他的"%我们接触闻震东时!他说啥都先会心一笑"

那一刻! 我记起孙武城说的话 $即使是法院传他到庭交

款!他也没去%"我们告诉闻震东
&'

年不还货款给孙武城造成

了很大损失!闻震东反而说)$我的损失也很大呀(销路不畅-

货物积仓!还要应对人情世事和金融危机(%

$还真是个老赖,%在调查完闻震东后!科长愤愤地说!$下

一步!先详细调查他!然后再正面接触他,%

向院领导汇报后!我们依法启动了调查核实权,当时!先

对闻震东的生意状况进行了调查! 发现他并没有可供执行的

财产!接着又发现他有银行卡五张!但余额总共不到
!"""

元,

后来!我们发现他妻子共有银行卡三张!其中一张的余额就有

!,+

万元,这八张银行卡!都没有被法院冻结,

为避免闻震东听到风声后转移财产! 我们马上给县法院

发去了监督检察建议,法院很快通知银行!冻结了闻震东及其

妻子的银行卡,银行卡一冻结!闻震东立马跑到了检察院!要

求与孙武城和解,孙武城也来到了检察院!同意和对方和解,

他们最终握手言和!而一旁的我心中也泛起涟漪,作为一

名公职人员!公平正义是我们此生的追求!我们应该竭尽全力

地给每个来向我们求助的案件当事人一个合法合理的答复!

这需要我们亲自去寻找案件真相,

孙武城拿到了自己
&'

年都追不回来的货款! 他对我们多

了一分信任.闻震东这笔欠款

没赖掉!或许自此他对法律和

正义有了一份敬畏之心"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

市人民检察院%

这判决等了13年
!

虞晓江 马 涛 王晓娟

$马检察官!谢谢你们//%

-

月
!

日上午!云南省鲁甸县

检察院侦监科科长马勇刚进办公室就接到了电话! 电话那头

的刘洛芬已泣不成声"

!""!

年
-

月
+

日!在鲁甸县赵家海小学读书的小伟!化

名"因琐事与同学发生纠纷!便叫人找其哥来帮忙"随后!夏为

波-夏为先-夏为全-娄应平等人来到赵家海小学!在学校门口

与外出做农活的张某相遇! 四人以为张某就是与小伟发生纠

纷之人!便对其拳打脚踢"张某逃跑中被人用刀子捅伤!经抢

救无效后死亡"

案发后!除夏为先被抓获外!其余
(

人均潜逃外地"由于

证据缺乏!侦查工作陷入僵局!夏为先在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

后释放"

&&

年后!

!"&(

年
&"

月
!!

日! 公安机关将潜回鲁甸的另

一嫌疑人夏为波抓获归案! 并与夏为先一并报捕"

&"

月
!(

日!张某之母刘洛芬来到了鲁甸县检察院侦监科!一进门就跪

在了马勇面前!$一案三命!我都已家破人亡了!十多年了!如

果你们还不惩办凶手!那我也不活了//%张某逝世后!其父

因受刺激而精神失常!

("

多天后含恨去世! 随后其妹也离开

人世"

$请放心!我们一定会依法办案!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马勇向刘洛芬及其亲属解释着"

送走他们后!马勇对案件进行了认真审查!$这个案件!发

案时间久!案情重大!但就现有证据看!无法查清案件事实!无

法锁定具体嫌疑人!两名嫌疑人还达不到批捕条件"但是有证

据表明!这是共同犯罪!我们当务之急是追捕另两名嫌疑人夏

为全和娄应平! 只有嫌疑人全部到案才能尽早查清案情"%

接着!鲁甸县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发出了0应当逮捕犯罪嫌

疑人意见书1! 要求全力追捕犯罪嫌疑人夏为全和娄应平"经

过几个月的努力!夏为全和娄应平分别于
!"&$

年
$

月
!(

日-

'

月
+

日被抓获"

由于嫌疑人外逃时间长-串供机会多!逃避侦查的准备较

为充分!到案后嫌疑人拒不供述!审讯陷入僵局"检察官应邀提

前介入!与侦查人员分析案情!寻找案件突破口!并提出了引导

侦查意见!检察院作出了附条件逮捕决定"在宣布逮捕后!四名

嫌疑人陆续交代了犯罪事实! 夏为全承认其用刀子杀害张某!

其他三名嫌疑人也承认了参与殴打张某的事实和行为"

而在这几个月时间里!为了宽慰刘洛芬及其亲属的情绪!

马勇经常亲自上门或通过电话!向刘洛芬介绍办案情况!宣传

法律知识!嘱咐她保重身体"

!"&'

年
-

月
&

日!昭通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后!昭通市中

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夏为

全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夏为波-夏为

先- 娄应平三人分别被判处

三至十年有期徒刑"

#作者单位$云南省昭通

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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