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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拍案

一年的工期，可以超期两年多；超付的700万工程款，可以用来赌博———

医院院长撑腰，施工真“爽”
!

江 舟 陈艳艳 孙鸿慧

海南中部区域医疗中心项目是

海南省和五指山市的重点民生项目!

总投资
!"""

余万元!其中国家财政投

资
#"""

万元! 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

五指山市人民医院
%

建成后!医疗服务

辐射周边
&

个县市! 能够有效提高海

南中部地区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水

平! 造福中部地区广大人民群众" 然

而!就是这样的省市重点民生工程!原

定一年的工期!却超期两年多"

工程项目严重超期引起了五指

山市委的高度关注!要求五指山市检

察院介入调查!并跟踪监督!发现海

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饶惠民受

贿
'()*

万元和港币
(+

万元"

&

月
,!

日!五指山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作

出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饶惠民有期徒

刑十年! 赃款
!-)(.

万元予以没收!

上缴国库!余款继续追缴"

工程超期有隐情

经五指山市检察院调查发现 !

海南中部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工程分

为三期!开工在建的是一期和二期"

一期规划设计# 征地等总造价
!+-*

万元 ! 截至目前完成总工程量的

/(0

$二期工程总造价
!.*.

万元!截

至目前完成总工程量的
,,0

"

五指山市医院副院长杨昌立

称! 项目严重超期使得医院投入巨

额资金采购的高端设施没有地方安

放!严重影响了医院的诊疗活动$医

院引进的主任医师# 博导等专家无

法正常开展工作$另外!还导致该项

目三期工程不能按时开工"

深入调查发现!医院已按照合

同约定! 按时支付工程进度款!其

中二期项目工程预付款超过已完

成工程量的资金达
&++

余万元 !该

笔款项被施工方负责人潘玉坤及

其胞弟潘玉灿用于赌博" 多付工程

款的背后可能有该医院审批人员

涉嫌滥用职权和受贿的行为 " 另

外 !一期 #二期工程承包人名义上

分别为海南第六# 第七建筑公司!

而实际负责人为潘玉坤和潘玉灿!

他们二人在海南卫生系统承揽大

量工程项目!该过程可能涉嫌疏通

关系进行行贿的犯罪行为"

,+1!

年
(,

月底! 一份调查报告

报送海南省检察院!引起了省院领导的

高度重视!省院领导要求省院反贪局侦

查一处全程指挥"五指山市检察院立即

行动!成立专案组!抽调
('

名干警!由

检察长带队前往海口#屯昌办案"

在省院反贪局侦查一处的指挥

下!经过
,,

天的努力!办案干警对

海南中部区域医疗中心项目施工负

责人潘玉灿# 潘玉坤行贿 !另案处

理"!对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

饶惠民受贿立案侦查"潘玉灿#潘玉

坤行贿!饶惠民受贿案件被查后!有

关单位高度重视! 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整顿卫生系统工程项目建设"

一期工程项目承建单位海南第

六建筑工程公司于
(

月
((

日!向其

总公司协调资金
!++

万元! 全面接

手该项目一期的施工管理! 施工人

员已全面进驻"

借搞工程收贿款

潘玉灿#潘玉坤被传讯到案!面

对办案人员的讯问! 他俩对自己向

饶惠民行贿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

年
(

月
((

日!在饶惠民的

帮助下!潘玉灿挂靠的海南省第六建

筑工程公司中标第一期工程项目!中

标价格为
.!.-)'/

万元!潘玉灿中标

后!交给哥哥潘玉坤负责施工"

,+(,

年
(+

月
((

日! 饶惠民又

帮助潘玉坤挂靠的海南省第七建筑

工程公司中标第二期工程项目!中标

价格为
.'.!)/+

万元"

(+

月
,.

日!五

指山市医院与海南七建签订工程建

设施工合同"

((

月
&

日!海南七建与

潘玉坤签订项目工程施工内部管理

责任书!由潘玉坤负责施工"

中标后!潘玉灿与潘玉坤商量!

决定由潘玉灿出资
.+

万元送给饶

惠民" 一来是感谢饶惠民在一期二

期工程项目建设中对自己的帮助!

若不是他就得不到招标信息! 就不

可能中标$ 二是如果想顺利拨付工

程款还是需要他支持$ 三是该项目

还有三期工程!自己还想承建"

,+(,

年
(+

月下旬!在海口市白龙南路龙

泉之星二楼咖啡厅一包厢!他将
,+

万元人民币和
(+

万元港币送给饶

惠民!饶惠民什么都没说就收下了"

,+(*

年
,

月
,*

日!饶惠民被依

法逮捕"讯问室中!饶惠民不愿交代

自己的罪行! 于是办案人员拿出了

证据" 饶惠民反问道%&我是收了些

好处费!但已经退了!难道这也算犯

罪' (检察人员乘势对其进行思想教

育! 饶惠民彻底崩溃%&既然你们说

得很明确!我交代" (

饶惠民收受潘玉灿
,+

万元人民

币和
(+

万元港币后! 他将钱存放在

办公室!部分用个人开支!其余现金

一直放在办公室"

紧接着 ! 饶惠民交代了另一

工程老板邱益清在承建海南第二

医院专家楼和经济适用房工程中!

先后分十次送给他
,+

万元的犯罪

事实"

采购设备亦敛财

办案人员根据外围调查掌握

医院院长在设备采购中收好处费

的一些反映情况 ! 断定他还有事

没交代"

接下来! 饶惠民开始交代他的

余罪"

,+(.

年
!

月至
&

月期间!饶惠

民收受海南旭日峰医疗设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旭日峰公司"股东万有

发送的
(.)*

万元" 在他担任海南第

二人民医院院长期间! 万有发分别

以海南康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和旭

日峰公司的名义与医院签订多份医

疗器械购销合同! 合同价款约
,++

万元$签订多份医疗耗材购销合同!

合同价款约
*++

万元" 经饶惠民的

审批! 万有发拿到全部医疗器械款

和医疗耗材款"

,+(,

年
((

月
.+

日!

在饶惠民的帮助下! 万有发通过挂

靠南昌市中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以该公司的名义与医院签订
,

台口

腔牙科综合治疗购销合同! 合同价

款为
.&)&,

万元 "

,+(.

年
!

月
,-

日! 医院将该设备款拨付给南昌市

中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再由该公

司将该设备款支付给万有发"

,+((

年
*

月中旬! 万有发为了

感谢饶惠民!便在医院停车场将
(+

万元放在饶惠民车上"

,+(.

年
&

月!

万有发在拿到
,

台口腔牙科综合治

疗的设备款后! 在五指山市旅游山

庄酒店停车场将
.)*

万元放在饶惠

民的车上"

,+(+

年至
,+(,

年期间 ! 海南

宝利合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

利公司" 股东黄珍明分别以宝利公

司# 江西丰和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的名义与医院签订了监护仪# 多功

能彩色
2

超机等医疗设备购销合

同! 经饶惠民的审批! 黄珍明顺利

拿到医疗设备款"

,+1.

年春节前!

黄珍明在海口市高登东街送给饶惠

民
-

万元"

办案人员根据饶惠民的交代 !

对每笔受贿事实! 派出干警进行外

围取证固证反复核实"

欲感案发忙退赃

办案人员明白!一个案件办理得

是否成功!不仅要证据扎实!供证一

致!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还要促使

犯罪嫌疑人积极退赃!不使其在经济

上得好处"

此案临近侦查终结! 追赃的问

题摆在办案人员面前! 审讯饶惠民

时!他的那句&难道退了钱!也算犯

罪' (一直回响在办案人员脑际!他

们决定再次提审饶惠民"

&你详细说说退钱的事!是在何时

何地!何种情况下退的!退了多少!都

退给了谁' (办案人员开门见山地问"

原来在
,+1.

年
!

月时海南省

安宁医院院长符永建被海南省纪委

双规一事让饶惠民发现全国反腐势

头很强! 当时自己所在医院一期工

程项目和外科大楼二期工程项目处

于停滞状态!饶惠民担心出事!便于

,+1.

年
*

月在海口市龙泉之星酒店

二楼咖啡厅将筹齐的
,+

万元人民

币和
1+

万元港币退给了潘玉灿" 一

年后! 他担心医院经济适用房项目

出事! 便在五指山市珠江水晶国际

大酒店门口将
,+

万元退给邱益清"

在办案人员的努力下!潘玉灿#

邱益清将饶惠民退出的赃款! 如数

退缴至检察机关"

侦查终结后! 检察机关向法院

提起公诉"庭审中!被告人饶惠民对

自己收受万有发
1.)*

万元和收受黄

珍明
-

万元的犯罪事实无异议" 其

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收受潘玉灿#潘

玉坤人民币
,+

万元! 港币
1+

万元

及收受邱益清
,+

万元的犯罪事实

中! 关于收受他人钱款的事实以及

事后退还钱款的事实无异议"

法院审理认为! 结合上述证据

认定饶惠民在海南第二医院一期#

二期工程建设以及专家楼# 经济适

用房工程建设中收受潘玉灿财物构

成受贿罪! 饶惠民主观上存在受贿

的故意! 而且在退还潘玉灿钱款期

间! 仍在收受邱益清# 万有发的财

物$其二次退款行为!均因迫于反腐

态势严峻 #工程建设停滞 #同系统

人员被查处等原因!担心自己的事

情败露而退还钱款!其退还钱款的

表现并非积极的 #主动的 $从收钱

到退钱时间间距较长!在此期间并

无不可抗力的原因致无法退钱的

情形存在" 饶惠民的退还钱款行为

不符合及时退还的情形" 法院作出

宣判!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饶惠民

有期徒刑十年!赃款!港币
1+

万元

折合人民币
-)1.

万元 "

!-)1.

万元

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余款
,1)*

万元

继续追缴"

从本案中不难看出# 饶惠民大

权独揽# 包揽所有工程项目# 医院

其他领导都说不上话# 而他收受包

工头贿赂# 收受医疗设备推销商的

贿赂# 下属对此都略有所知# 但没

人向有关部门反映$ %一把手& 手

握重权且无人敢监督# 他们最有条

件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 从而走上

腐败的道路$

饶惠民一案的承办检察官在分

析饶惠民腐败案时还发现# 国家实

行医疗设备买卖市场化的同时# 相

关制度和监管机制的设置出现了断

裂# 表现在' 医疗设备生产环节准

入制度不健全 # 市场呈现恶性竞

争 # 推动医疗设备普遍采取高定

价( 高回扣的低级营销策略来推销

设备# 从而使一些医院领导和医务

工作者时时面临着可以收受高额回

扣的金钱诱惑$ 同时# 医疗机构处

于优越的买方市场地位# 拥有绝对

的择取权# 这就直接导致医院在医

疗设备购销活动中可以大肆利用职

权收受回扣$

透过饶惠民受贿一案# 办案人

员认为# 要有效遏制领导干部受贿

犯罪势头# 强化监管是关键$ 为此#

办案检察官建议# 针对那些容易产

生腐败的权力领域和环节# 积极推

进体制( 机制( 制度改革和创新#

围绕人权( 财权( 物权运行的关键

环节# 建立结构合理( 配置科学(

程序严密( 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

制# 防止权力的变质和滥用$

该案完结后# 五指山市检察院

及时向该市有关部门提出对领导干

部特别是 %一把手& 加强监督制约

的检察建议$ 当地有关部门正采取

积极措施# 以饶惠民案为鉴# 完善

相关制度 # 堵塞易产生腐败的漏

洞$ 同时开展反腐倡廉教育# 构筑

起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海南省五指山市人民检察院

助理检察员 马神标#

案后说法

饶惠民出庭受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赃款全部追缴#上缴国库$

资料图片

谢天谢地你被骗了

1/

世纪
.+

年代#达尔文周游世

界$一次#他来到非洲一个原始部落$

那里的人非常落后愚昧# 没有衣服

穿#住的是山洞$他们把老年妇女赶

进深山老林#让她们自然饿死)在没

有食物的情况下#将婴儿和小孩分而

食之$ 达尔文下决心改变这个局面$

他高价买回了一个当地小男孩#带回

了英国$

1'

年后#这个非洲孩子被培

养成了%文明青年&$达尔文通过熟人

把他带回了他的家乡$一年后#达尔

文旧地重游#想看看自己精心培养的

青年是不是改变了那个原始部落$结

果#一问部落首领#说那个青年被吃

了$因为%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

做#我们留他何用&*达尔文在日记中

写道'%一个人的愿望和他所希望得

到的结果并不成正比$一个种族遗留

下来的疑难问题#决不是依靠一个或

几个+文明人,就可以解决的$从野蛮

进化到文明#这其中有一个痛苦而漫

长的过程#欲速则不达$社会上每个

人都应当适应自己周边的生活环境#

否则#哪怕他再高明#也终将被淘汰$

适者生存啊-&

适者生存#很简单的几个字#能

运用自如可太不容易$你适应了这个

社会#也就意味着你要丢掉和舍弃很

多东西$ 当人和社会发生冲突的时

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心理'因为

这个社会太黑暗#全是钩心斗角的人

和事#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很单纯#我

很有想法#我不会拍马屁#所以我被

淘汰了$还有人说#去适应社会吧#有

时感觉很虚伪# 违背了自己的内心)

不去适应这个社会吧#又显得跟周围

的人格格不入#会害怕自己以后在社

会上的路会比较难走$

其实# 我们每个人从出生之日

起# 就已经在开始学会慢慢适应一

切了# 成长中的每一次进步也几乎

都是通过%适应&来获得的$很多刚

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因为不明白%迅

速适应&有多重要#导致在为人处世

中出现事事不顺(时时受阻(处处碰

壁$自己本来想到东面闯荡一番#生

活却迫使你不得不向西行$ 你就像

一个被上帝遗弃的孩子# 一个人孤

独地工作着#无聊地生活着#不知不

觉上当受骗着$

前段时间#还没有满
1-

周岁的

浙师大大一新生小宋遭遇了网络骗

局#令人哭笑不得意想不到的是#简

单的骗局后来竟然发生了神奇的逆

转#%我可以还你
.+++

#你太单纯了#

我都不好意思要你这么多了$&从小

宋和骗子的聊天记录上来看# 似乎

是骗子%良心未泯&#但再仔细看#骗

子和小宋%畅谈&#其实又动了别的

心思#想%钓&个女朋友$

单纯# 是人心底里最本真的颜

色#尤其是女孩子#单纯往往是男性

形容女性的绝对褒义词$ 几乎每个

女人# 潜意识里面都会希望自己永

远率直单纯#做事不必瞻前顾后#不

必察言观色#想怎样就怎样$但是#

这种幻想只能停留在我们最纯真的

小时候$当我们已经长大成人#步入

社会了#还可以这样想吗*

现实生活中# 很多女人总觉得

情绪化是一种%率直&的表现#是一种

很单纯的人格$也许你会说#人生苦

短#何必那么较真呢*更何况#单纯的

女人是多么惹人怜爱呀$但是如果让

这种单纯跟随自己一辈子#不去控制

的话#最终吃亏的只能是自己$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一个单纯

的女人# 她带给人们的是轻松和愉

快#一个过于单纯的女人#她带给人

们的是沉重和懊恼) 一个单纯的女

人#她可能不清楚自己的长处#而一

个过于单纯的女人# 却不知道自己

的短处$所以#作为女人#可以单纯#

但不可以太过于单纯$

我们都听过这句 %如果你不能

改变环境# 那就学着改变自己$&看

来# 任何人要想顺利地适应快速变

迁的社会#就只能从自身开始做起$

只有随时调整改变自己# 才能与社

会保持步调一致$所以#小宋啊#你

得感谢骗子$

别上当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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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河南省三门峡市民曹

女士和朋友一行六人到云南旅游! 本想

会是一次开心的旅程!不想抵达云南后!

接待他们的导游却称! 之所以他们能享

受&如此低价(到云南旅游!是因当地政

府给每人补贴
.*++

元让大家购物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所以每人需消费够
.*++

元才行!否则&机场有人等着!过不了安

检("在这种情形下!曹女士和朋友们按

导游要求消费了
1)'

万余元"

导游当初的一席话曾让大家都 &怔

住(了"导游说!大家来这儿之所以便宜!

是因为云南政府给每个人补贴
.*++

元!

为的是让大家来购物促进当地经济发

展!让他们有工作!山里的孩子有学上"

到达购物商城时! 他又说%&你不买我不

为难你! 我带过的团里有游客什么东西

都没买的!在机场会有人等着他"在云南

购物都是实名制"如果你没有现金!那可

以刷卡!没有卡可以用支付宝!再没有我

借给你买!你回去还我"(

摘自
!

月
"#

日$大河报%

上当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事$ 就像

在菜市场买菜# 对方手里的螃蟹张牙舞

爪$回到家里一蒸#除了一肚子水#肉没

有一两半$过去有句话说'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以前没瞧出这话有什么毛

病#现在知道了$如果你是在商场里买个

衣服鞋子什么的#这话也许对$可换成超

出一般人知识范畴的东西# 你又怎么比

呢*一个不知螃蟹好坏的人尚且如此$如

果碰到这样一个口若悬河的导游# 你压

根就不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 你又如何

比较$可这样的事#在我们普通人身上也

每天都在发生$

一个不懂得诗歌的人# 看诗歌无非

是一堆字词)一个不懂得书法的人#看书

法无非是墨重墨淡$你与之讨论诗歌书法

的优劣#在他是如闻天书$对于一个普通

人来说#诗歌和书法和他的生活没有任何

关系$然而#出门旅游掏的是真金白银#上

了当那可真叫人欲哭无泪了$对于一个普

通人#让他明白善恶是非容易#让他了解

那许多的大政方针#也确实勉为其难了$

伯乐能识千里马$ 伯乐要是到了今

天#估计一时半会儿也搞不清楚发动机的

优劣#想来会对%机器怪兽&嗤之以鼻$只

不过我们不会笑他这种不识货$因为他既

没有学过数理化#也不会上什么网站$

人的判断都基于自己的常识# 超出

自己常识的范围#那也就无所谓%识&和

%比&了$在这种情况下#要么自认倒霉#

要么只好在事后维护自己的权利$然而#

要承认自己的无知# 那是一件多么痛苦

的事$一个人不怕上当受骗#怕的是不长

经验教训$在受过一次欺骗之后#重要的

是能够吸取教训$ 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残

酷#可事实就是如此$天底下没有免费的

午餐#切记切记$无论对方是花言巧语#

还是义正辞严#我们的底线不能改变$抓

牢你手中的钱$

&本期坐堂'张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