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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人简介

龚育生，男，2006年进入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检
察院，先后在反贪局、办公室、
公诉科工作，2012年，通过选
调进入新余市检察院公诉处
工作。先后获得全市诉辩大赛
团体第一名，渝水区人民检察
院优秀公诉人等荣誉。在公诉
部门先后办理了 460余件案
件，无一错案。

检察官翻阅材料时发现，工厂原址地广人稀，他们却选择鱼塘打地基———

“纸上挖鱼塘”的猫腻
!

惠 检

好好的厂房! 为什么偏偏建

在鱼塘上"围绕这一疑点!经过缜

密调查! 检察机关一举捕获
!

条

侵吞国家拆迁补偿款
"#!

万余元

的 #漏网之鱼 $!打击了涉农领域

小官大贪现象! 并推动乡镇政府

对征地拆迁领域开展专项整治%

$

月
%

日!江苏省无锡某金属

制品厂老板盛锡荣因涉嫌贪污罪

被无锡市惠山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此前!涉案的原惠山区洛社镇

拆迁办工作人员孔德敏& 洛社镇

某社区副书记黄建明两人! 因受

贿罪& 贪污罪已于今年
#

月一审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

利欲熏心!"纸上#挖塘

在当地群众的记忆中! 盛锡

荣经营的金属制品厂面积不大 !

在近旁的小学搬迁后! 偌大一片

水稻田只剩这些砖混结构的厂房

和车间%

盛锡荣在此经营多年 !

%&&&

年起!盛锡荣开始经营喷塑业务!

后来发展为金属制品厂% 作为企

业老板! 他深知和地方干部搞好

关系的重要性% 黄建明是当地社

区副书记 ! 两人十分熟络 %

%&&'

年! 黄建明给盛锡荣带来一个消

息' 盛锡荣的金属制品厂被政府

列入拆迁范围%

盛锡荣认为政府拆迁是变现

的良机! 怎样多分点拆迁补偿成

了他最关心的事% 在黄建明的指

点下! 盛锡荣和负责拆迁谈判的

洛社镇拆迁办人员孔德敏套起了

近乎% 孔德敏四十出头! 年富力

强! 原在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工

作! 因业务出色被借调至拆迁安

置办公室!参与企业拆迁工作!握

有审核拆迁材料& 协助政府与被

拆迁方签署协议等权力%

%&&(

年!孔德敏&黄建明带着

评估公司有关人员来到金属制品

厂!对土地及建筑进行丈量测绘%

经过评估公司初步估算!该厂的
!

个车间以及一幢
!

层的办公楼评

估价约
!&&

万元! 根据政府制定

的按评估价格双倍补偿标准 !盛

锡荣可以得到约
)%&

余万元的补

偿款%

但
)%&

余万元并没有达到盛

锡荣的心理价位%孔德敏&黄建明

心知这个评估价已经是#额外(照

顾! 想再争取更多补偿! 只能出

)非常之策(!

!

个人一合计! 想出

了一个 #好办法 ('把厂房下的农

田变成鱼塘*

四六开的"分红$

听来仿佛神奇的魔术! 说穿

了其实简单! 就是利用拆迁补偿

中的评估漏洞! 给厂房虚构一个

隐蔽工程! 虚增工程量从而抬高

造价%

隐蔽工程是指地基& 电气管

线等一些需要覆盖掩埋的工程 %

工厂的地基被说成是 )鱼塘(!因

而产生填埋&平整等一系列费用!

厂房建造成本立刻水涨船高 %为

了让莫须有的鱼塘安然通过评

估! 黄建明仗着社区副书记的便

利!给盛锡荣开了一份证明!证明

该厂
%&&#

年基建!所在土地是较

深的鱼池! 所有回填工程及地下

基础设施投入均由企业投资%

这份盖有社区图章的证明文

件仅三行字!略显单薄%黄建明又

找到一家建筑公司! 开具了一份

+工程造价结算书,! 写明填埋鱼

塘花费总计
")&

余万元% 这份材

料格式规范!内容详实!乍一眼还

真看不出什么破绽%

有了材料之后! 还要两道工

序!一要通过评估公司评估!二要

经过拆迁办审核! 最终补偿款才

能从纸上落到账上% 有孔德敏上

阵!这两关都不难过%很快评估公

司就出了结果! 在原有基础上给

金属制品厂增加了
"#!

万余元补

偿额度%随后!孔德敏以评估公司

出具的报告为依据! 起草了拆迁

补偿协议%

钱拿到手 !皆大欢喜 %这
"#!

万余元怎么分呢" 盛锡荣和黄建

明一番讨价还价! 两人达成四六

开的协议! 盛锡荣分得
$!

万元!

孔德敏分得
)&

万元%而黄建明因

为之前在与盛锡荣的交往中已拿

到了好处!故而没有参加这次)分

红(%

全程审计堵漏洞

%&"*

年炎夏! 无锡市惠山区

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 称该区洛

社镇拆迁办工作人员孔德敏借拆

迁厂房中饱私囊!劣迹斑斑%举报

线索涉及了一些犯罪事实!人名&

职务一清二楚! 该院反贪部门初

步审查认为具有成案价值! 迅速

对孔德敏展开调查! 掌握了孔德

敏在
%&&'

年至
%&&$

年间利用职

务之便收受被拆迁企业
%)

万元

的犯罪事实%

孔德敏被请到检察机关 !面

对检察官列出的证据! 他态度良

好!积极配合!一一供述%然而!孔

德敏貌似诚恳的表象下! 时不时

流露出紧张焦虑! 这没有逃过检

察官的眼睛%

检察官细细翻阅了涉案材

料! 尤其关注孔德敏经手办理的

几家企业的拆迁资料% 在审查某

金属制品厂拆迁资料时! 检察官

有了意外发现' 这家厂的地基居

然曾是一个鱼塘*

该厂原址地广人稀! 为啥放

着好好的土地不用! 却选择鱼塘

打地基" 检察官从乡镇土地所调

来资料! 翻阅地方志中保存的地

图资料!并走访当地干部群众!对

企业建造之前的土地样貌进行

)复盘(%经过细致而繁琐的调查!

检察官确定厂房一带并无鱼塘 !

只有农田%带着这一疑问!检察官

请盛锡荣&黄建明前来配合调查%

证据面前! 他们的供述揭开了百

万拆迁补偿款流失的真相%

惠山区检察院承办人王栋 &

敖宇审查认为! 孔德敏身为国家

工作人员! 直接负责金属制品厂

的拆迁工作!利用职务便利!虚构

鱼塘骗取拆迁补偿! 侵吞国家拆

迁款!构成贪污罪%黄建明虽未参

加分成! 也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

身份! 但参与了骗取国家拆迁补

偿款% 黄建明与盛锡荣的行为应

视为与孔德敏的共同贪污行为 !

一并以贪污罪论处%在孔德敏&黄

建明相继被惩处后! 该院以贪污

罪对盛锡荣提起公诉%

)征地拆迁必须纳入法治化

轨道% 在各级政府加强监管的同

时! 检察机关也将积极作为! 优

先查办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

涉农职务犯罪 %( 惠山区检察院

检察长徐盛希表示% 现该院已向

全区各街道& 乡镇政府发出检察

建议! 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拆迁领

域的管理 ! 严格执行评估 & 审

核& 复查等监督程序! 加强全程

审计! 堵塞管理漏洞! 及时发现

苗头性问题%

绿色种植是正道
!

赵晨光 李沂恒

(

月
(

日上午 ! 河南省安阳

市文峰区宝莲寺镇举办例行庙

会 % 在熙攘的人群中 ! )无根

水( 豆芽案承办人检察官陈振光

和该院乡镇检察室的同事与安阳

市食药监局的执法人员专程给当

地菜农释理说法! 不仅令曾被误

认为是犯罪嫌疑人的李大祥 !化

名" 心悦诚服! 也让当地许多菜

农豁然开朗%

四十出头的李大祥是宝莲寺

镇的一名菜农! 承包了几十亩菜

地! 自产自销! 是当地一个致富

能人% 今年
#

月! 安阳市食药监

局执法人员对他种植的几种蔬菜

进行抽样检查时! 在其销售的豆

芽中检测出了
*+

氯苯氧乙酸钠等

药物成分% 因李大祥是当地有名

的种菜大户! 今年春节后! 有人

主动向其推销 )无根水( !也叫

#豆芽灵$"! 其主要成分正是
*+

氯苯氧乙酸钠! 这种添加药不仅

可使发制的豆芽无根无须! 加快

豆芽的生长速度
,

还能让豆芽卖相

更好% 因此! 一些种植户便在豆

芽发制过程中随意添加这种 )无

根水(%

李大祥的蔬菜产量一直较

高! 此次检测前售出的豆芽难以

计数! 如不能保证其生产蔬菜的

安全性! 后果不堪设想% 更严重

的是! 当周边其他菜农得知李大

祥获利的 )窍门 ( 后 ! 纷纷效

仿%

当 )无根水( 被食药监局强

制收回后! 许多菜农对执法人员

的做法有明显抵触 % 鉴于此 !

)

月
%#

日安阳市食药监局行政执

法大队将李大祥案的相关材料移

交给安阳市文峰公安分局! 建议

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立案侦查 % 次日 ! 李大祥被立

案! 随后被取保候审%

'

月
%$

日! 李大祥涉嫌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一案由公安机

关移送安阳市文峰区检察院审查

批捕 ! 由检察官陈振光负责办

理% 恰巧! 该月爆出辽宁省葫芦

岛市 )无根豆芽案首现无罪判

决( 的消息! 引发网民热议% 陈

振光接到李大祥案后! 认真阅卷

并审核证据! 发现没有充分扎实

的证据能够证实案中的 )无根

水( 有毒有害%

(

月
)

日! 文峰

区检察院作出不批捕决定! 该案

终以撤案审结%

陈振光经过详细查究发现 !

*+

氯苯氧乙酸钠作为一种国家在

豆芽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的非食

品原料! 目前没有科学证据证明

该物质对人体能造成何种危害 !

其安全性尚无结论% 换言之! 不

能在有关部门公告禁止使用的物

质和有毒& 有害物质之间简单地

画上等号%

虽然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李大

祥的行为不宜按犯罪处理! 但该

物质终究是禁止使用于豆芽生产

过程的非食品原料! 不宜按犯罪

处理不代表可以不受处罚! 李大

祥的行为应由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 农业等相关部门依照法律法

规予以行政处罚%

陈振光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考

虑! 李大祥种菜随意添加药物的

做法非但不值得提倡! 而且必须

依法制止% 经过深思熟虑! 陈振

光提出了该案的处置方案 ' 首

先! 以证据不足对李大祥作出不

批捕处理意见- 其次! 依照我国

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 建议公

安机关对李大祥& 王龙等人作出

相应的行政处罚- 除此以外! 应

抓住时机! 对当地菜农适时开展

有关食品安全法的教育引导 %

(

月
'

日!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

法大队对李大祥作出
%&&&

元的

行政处罚决定%

(

月
(

日的庙会上 ! 面对身

边淳朴的菜农! 陈振光和同事们

把平时经常查阅法律法规资料的

微信公众号推荐给了他们! 菜农

拿起手机就可随时翻阅! 上面不

仅有多种案例分析! 而且各种法

律法规乃至最新司法解释也应有

尽有%

李大祥虽被罚了款! 但却心

服口服 % 他主动对陈振光说 '

)俺是个 .大老粗 /! 没啥文化 !

以前只知道使用 .无根水/ 能让

豆芽长得快& 卖得好! 经过你们

的教育! 看过类似的案例! 俺终

于明白! 这 .无根水/ 真的不该

乱用了 % 请放心吧 * 陈检察官 !

以后俺和俺的同行们肯定不再用

了! 俺们不光要走勤劳致富& 科

技致富的路子! 还不能忘记依法

致富啊* 从今往后! 俺们一定用

原来的绿色种植模式! 种出安全

放心菜! 决不再挣昧心钱*(

“你就是带头大哥”
!

黄 璜 夏 添

!

月
"*

日!江西省新余市

分宜县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判处

钟小林有期徒刑八个月! 罚金

"

万元% 分宜县检察院认为钟

小林涉嫌聚众斗殴& 开设赌场

罪!判决却只构成开设赌场罪!

且量刑不当%

!

月
%)

日!分宜县检察院

以该判决认定事实& 适用法律

错误!量刑明显不当为由!向新

余市中级法院提起抗诉%

#

月
(

日! 新余市中级法院通知市检

察院派员阅卷% 龚育生担任二

审检察员%

龚育生通过阅卷发现 !

%&"*

年
"%

月
%&

日!袁方平等

人在运送煤矸石原料到分宜县

洋江镇的强胜新型建材厂时!

遭到黄秀仁等人的阻拦! 双方

因而发生冲突%当天傍晚!被告

人钟小林同袁方平在分宜县一

宾馆内对此事进行商议! 表示

不能丢)面子(!要继续拖运煤

矸石原料到该厂%同时!钟小林

还指使袁波等人给袁方平帮

忙!做好打架准备%次日中午!

黄秀仁得知袁方平等人又运送

煤矸石了! 便给袁方平打电话

说要到洋江镇实施殴斗%之后!

袁方平指使袁波以及袁电红等

人返回洋江镇! 自己也伙同钟

小林等人驾车从分宜县城返

回%与此同时!黄秀仁则纠集他

人携带直刀&枪支等作案工具!

驾车赶至分宜县洋江镇一饭店

门口!守候袁方平等人%不久!

袁波等十余人驾车从该饭店门

口经过! 黄秀仁等二三十人便

驾车追赶% 在追至洋江加油站

附近时!双方碰面并停了下来!

后双方持械实施互殴! 并致使

袁波这边人中一人轻伤乙级&

一人重伤甲级%

此外 !

%&"*

年
)

月至
""

月间!为牟取暴利!钟小林伙同

袁方平等人先后在分宜县
$

个

村开设赌博场所! 并各占一定

比例的股份!以打)三攻(的形

式每天聚集数十人进行赌博%

)

月
)

日!在二审法庭上!

面对比自己年轻! 戴着眼镜略

显书生气的龚育生! 被告人钟

小林毫无惧色%法庭辩论阶段!

气氛明显激烈起来%

)袁波&袁电红他们打架斗

殴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怎么能

算到我的头上来"(钟小林一副

老实人吃了大亏的样子%

)不关你的事!你为什么安

排人参加斗殴 "

%&"*

年
"%

月

%&

日!袁方平因拖煤矸石遭黄

秀仁等人阻拦后找你商议!你

认为不能跌了面子! 并表示第

二天有事就打电话给袁波或者

钟丽文%根据袁波的证言!你叫

他们.去一下/的意思就是帮忙

打架%也就是说!在宾馆时!你

与袁方平对会发生打架已经有

充分地预知! 预知了犯罪行为

和犯罪结果! 并对人员的聚集

进行了沟通!换句话说!这实质

上就是聚众斗殴准备阶段的组

织策划%(龚育生揭开了这个假

无辜者的面具%

)袁波&钟丽文都是我的亲

戚! 我叫他们去一下只是随口

一说 ! 因为袁方平也认识他

们%(钟小林继续辩解%

)我不否认你们之间是亲

属关系! 但是通过同案犯及证

人证言可以看出! 你在这伙人

中的地位就是带头大哥! 这些

人平时都跟着你! 有钱赚的生

意你也都会带着他们% 你明知

袁方平吃亏!并表示不能吃亏!

于是安排袁波等人和袁方平联

络! 这表明你对危害结果的积

极追求! 在斗殴前后均与袁方

平商议! 表现出明显的意思联

络%(

)你们指控我打架斗殴!我

人都没去! 怎么说我犯了聚众

斗殴罪呢"(钟小林以为自己没

到场就与自己无关%

)你不是没去!你是去的时

候斗殴已经结束了% 你知道袁

方平和对方要斗殴! 你积极前

往!积极参与!不及时阻止手下

行为%等你赶到时!双方已经斗

殴完毕%你听到手下有人受伤!

作为大哥的你第一反应就是没

钱% 这都说明你在聚众斗殴中

作用积极! 应当认定为聚众斗

殴罪%(钟小林在聚众斗殴中属

于首要分子的地位显现无疑%

)

月
"'

日!新余市中级法

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 认为

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钟小林不

构成聚众斗殴罪系认定事实错

误&适用法律错误-开设赌场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罚金
"

万元系同案量刑失衡%最终!二

审判决原审被告人钟小林的行

为构成聚众斗殴罪& 开设赌场

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

金
%

万元%

熊孩子闯祸
!

胡 佳

%姓潘的&精神病'老在我爸面前说我坏话(我就是想教训

教训他) $今年
!

月份(提审还只有
")

岁的洪某时(他口气稚嫩)

洪某是在校高中生(正处于青春期叛逆阶段)独居的老潘

是他家楼下的邻居(见洪某调皮(老潘就经常对洪某父亲说他

儿子今天和谁打架昨天拿了谁家东西等) 每次父亲听到这些

话(回家对洪某就是一顿责罚) 所以(洪某对这个邻居忍无可

忍(觉得对方简直就是个%精神病$)

%&"*

年
"&

月
%#

日这天周末( 洪某将自己的烦恼向辍学在

家的小伙伴林某倾诉(见伙伴被欺负(林某决定帮洪某报仇)

但不可以明着来(否则%精神病$告了状(洪某又要挨一顿揍)

所以二人决定(待%精神病$深夜睡熟了(翻窗入室(摸黑将其

教训一顿(顺便弄点零花钱(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于是就

在当晚(他们按照计划实施了)

在洪某与林某对犯罪经过的描述中( 有几点引起了我的

注意*一是他们在卸窗户时由于没带工具(洪某就又偷爬回自

家找老虎钳+第二个是他们在入室前就发现老潘有所警觉(并

起身准备查看情况( 本可以在一切未发生时安全离开的他们

却冲着老潘迎面而上+ 第三个是当被死死压住的老潘提出尿

急时(洪某放开了他+第四个是二人没有留人看管老潘(而是

返回屋内翻找财物) 后来(老潘带着民警将二人抓获归案)

洪某和林某都告诉我(他们根本没想过#精神病,会去报警(

捂住他的嘴(只是怕他吵醒邻居(尤其是洪某的父亲(因为如果被

大家知道了(回家会挨打) 这是两个孩子能想到的最坏的后果)

整个作案过程(切实地显露出了两个孩子的单纯(他们不

仅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是犯罪( 更没想到被大人打并不是最

差的结果)

提审结束后(洪某睁大了湿润的眼睛问我*%阿姨(我们什

么时候能回家-,此时(我有些语塞(因为不敢告诉他他们将面

临的惩罚(只是希望他们对未来的生活依旧充满希望和向往)

不久后(我院以抢劫罪对洪某.林某提起公诉)提笔至此(

尤为感慨) 一边是二人抢劫的财物(两部早已淘汰的手机(总

价值不过
""&

元+一边是两个少年青春正茂的大好年华(十分

可惜) 可这(就是法律)

而今( 我也只能希望法

庭能从轻量刑( 希望孩子与

家长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以

此为鉴(迷途知返)

%作者单位&安徽省宁国

市人民检察院'

品行调查

!

赵玉刚

*

月
!&

日上午(山东省庆云县检察院公开宣告%决定对李

兆!化名"不起诉,后(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扑通跪在地上(一

边流泪(一边说着*%谢谢检察室/ 谢谢检察官/ ,

!

月的一天(庆云县检察院派驻尚堂检察室主任杜爱华和同

事去村里走访(来到都王村时(村支书的媳妇说*%俺村的王明升

因为诈骗牵扯上银行一个人(那人够倒霉的(&饭碗0也得砸呀/ ,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起案子发生在尚堂检察室辖区(

杜爱华觉得有必要了解一番) 次日上午( 他和同事来到公诉

科(借阅了公安机关移送的那起案卷)

王明升是干室内装修的( 他曾给农业商业银行职工李兆

装修过房子(从此他们相识并成为朋友)

%&"*

年
!

月初(李兆对

王明升说农业商业银行有办信用卡的任务(这种卡能透支(利

息低(用着方便(让王明升找一些单位的职工(办几十张信用

卡) 听到这话(王明升暗自兴奋(他做生意资金经常周转不过

来(正愁着贷不到款呢)于是(他找到亲朋好友(说他在银行里

有朋友(能办信用卡)好多人信以为真(就把身份证给他(让他

给自己办卡)随后(王明升在网上找人私刻了一枚%电业公司,

的公章(随后又到一家手机店(用借来的那些身份证办了
%&

张

手机卡) 带着这些东西(他来到农业商业银行(找李兆办理信

用卡)李兆按照工作流程(给王明升填报了
%&

张申办信用卡的

手续(上报审批)一个月后(这些信用卡办下来了(到了王明升

的手中) 他瞒着亲邻(多次跑到县城(在
-./

机上刷卡套现(陆

续透支了
%&

多万元) 后来(王明升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透支

的十几万元还不上了)

透支逾期后(银行的工作人员开始催收(看到王明升还款

无望(就报了案) 因涉嫌信用卡诈骗(王明升被公安机关刑事

拘留)

%&"#

年
%

月
"$

日(因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李兆也被抓

获归案) 后来(他们被同案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李兆是国企职工(如果被判刑(%饭碗,还真的砸了)根据检

察室的职能(杜爱华向分管检察长汇报后(启动了对李兆的品

行调查程序)随后几天(他们来到庆云县农业商业银行(农业商

业银行的领导说李兆品行端正(是大家公认的好人+部门主任

说李兆被拘留后(他的家人非常着急(已替王明升还上了其透

支的
"*

万元(弥补了单位损失+同事说李兆为人随和(没有不良

嗜好(这次失足主要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麻痹大意了11

几天的品行调查(还原了李兆的本来面目)对这样没有前

科(罪行较轻的人(应该给他一条悔过自新的出路) 挽救一个

人比惩治一个罪犯更有意义)尚堂检察室写出了#关于对李兆

的品行调查报告,(递交本院公诉科)

*

月
%$

日上午(检委会经

讨论认为李兆犯罪情节轻微(且积极赔偿单位损失(结合#品

行调查报告,(决定对李兆不

起诉)

他的 #饭碗 ,保住了 (但

真正保住的是他的人生 (他

还能在原来的轨道上行走 (

这或许比什么都重要)

%作者单位&山东省庆云

县人民检察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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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人员深入社区了解拆迁工作详细情况)

龚育生!左"担任二审检察员出庭进行法律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