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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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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晓曦 整理

"

忏悔人!刘洪禄

"

原任职务!重庆市渝北区供

销社党委书记

"

涉案罪名!受贿罪

"

判决结果 !

!"#$

年
%

月
&

日!重庆市渝北区法院判处其有期

徒刑五年零六个月"

"

犯罪事实!刘洪禄在任重庆

市渝北区经信委副主任期间!利用

职务便利!为企业申请项目补贴资

金进行关照!收受甘某等人所送感

谢费
!%'(

万元"

如果平时专心听廉政报告，不会是今天的结局

记得那年
$

月!一位领导找

我"#洪禄! 科委的都招了哦!你

有问题没得!有就赶快去交代$%

当时我响亮回答 #没有 !保证没

有%$#保证%太过轻巧!注定了我

今天的倒下$

现在想来!如果听了领导的

话 !今天可能就不会倒下 &如果

平时能专心听廉政报告或讲座!

也不可能是今天的结局$每次参

加会议 '讲座 !廉政方面都被我

自动漏掉!这是我倒下的根源$

一个农村出来的娃儿! 没根

没底!全靠组织一天天培养!一步

步把我放到重要岗位上锻炼!才

刚提拔到正处级! 却又一头栽了

下去$我对不起组织的培养!对不

起(

以前!我跟着企业老总出入

高档酒店觉得自豪!拿着企业老

总硬塞的#信封%自傲$今天我终

于明白!公务员的本质就是清贫

服务 !必须认清 #善利 %$公务员

的本事不是用来赚钱的!是用来

助人的!帮了是 #善 %!做 #善 %就

不能要回报!否则就不是在做本

职工作!更不要说利用职权做假

#善%!谋私利!这是在犯罪(父亲

在世时常借古话告诫我 !#勿以

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如若他知道我如今的所作所为!

定会大骂我!#你帮别人就帮!帮

了要钱那是作恶%( 出事前我是

一个党委书记! 在群众眼里!或

许倒下的不是我个人!而是党的

形象 !政府官员的形象 $被党培

养了这么多年!现在却给党脸上

抹了黑!我是罪人(

自知罪孽深重!进了办案组!

想早早向组织交代! 尽快为组织

挽回一定的损失和影响! 以便能

稍稍宽慰一下自己对家人' 对社

会造成的伤害$ 但脑壳始终昏昏

沉沉! 许多原本能记住的事都记

不住了! 结果越想记起越回忆不

出来$谈话期间!想起愧对领导!

即使将来出去也无脸见人& 愧对

家人! 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给他

们造成的伤害! 因此轻生的念头

闪过好几次!好在有了办案组(这

几天!回忆时有他们循循点醒&谈

问题时他们一丝不苟& 情绪低落

时他们会上前疏导和劝慰$ 短短

几天! 我体会到了组织对我的关

心$

不识组织真用意!只缘心在组

织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悔过的

心更加坚定$待服刑期满!我会以

崭新姿态!重选高峰登攀!不再给

组织丢脸!不再给亲人朋友留难$

紧紧盯住补贴资金发放“终端”
南阳：“三化”预防让百姓乐享“国补利好”

南阳市是河南省农业大市!

人口
##)*

万人! 超过
+*,

为农

民" 国家每年投放到农村的新

农合医疗 # 五保供养# 退耕还

林等补贴数亿元" 乡镇及村组

这一补贴资金发放的 $终端 %

环节! 常把 $国补% 作为 $唐

僧肉%! 截留自肥"

为确保惠农资金 $颗粒归

仓 %! 让农民享受更多改革福

利!

!*#&

年以来! 南阳市检察

机关牵住 $终端 % 预防这一

$牛鼻子%! 把触角延伸到乡镇

及村组干部 ! 防范 $微权力 %

坑农害农"

精准化调查 ! 为 "变

味# 惠农资金 "把脉问诊$

国家补贴 $补% 不到农民!

惠农资金 $惠% 不了农民! 惠

农资金是如何 $变味% 的& 南

阳市检察机关找准突破口! 在

惠农扶贫领域集中开展精准化

专项预防调查! 为惠农资金去

向 $把脉问诊% 找症结"

坚持从小处着眼 # 细节着

手! 排查问题务求精准" 南阳

市检察机关把问题相对突出的

$关键部位% $关键环节% 作为

重点目标! 制定周密的调查预

案和调查方法" 以项目资金的

管理与使用为主线! 一环一环

地严查细扣# 一层一层地抽丝

剥茧! 务求使隐藏的问题隐患

浮出水面"

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 ! 分

析原因! 辨症施策! 务求制定

精准防控措施" 他们从制度和

机制上提出防控措施! 形成专

题报告! 报送党委政府! 启动

专项整治工作" 对被调查问题

突出的单位和项目漏洞! 通过

制发 '检察建议(! 帮助建章立

制! 完善内部管理) 涉及案件

线索的! 及时移交查处" 两年

来! 该市检察机关先后在农机

补贴# 城乡居民医保# 农村民

政五保供养# 农村危房改造等

#!

个领域! 共开展预防调查事

项
(-

件! 发现移交职务犯罪案

件线索
#+

件) '检察建议( 促

使相关单位! 完善内部管理措

施
$-

条"

!*#(

年
-

月! 淅川县

检察院在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

金管理使用预防调查中! 以点

带面! 深挖细查! 发现毛堂乡#

仓房镇挪用危改补助金共计

!+('+.

万元! 县职能部门渎职#

乡镇套取挪用危改资金违法行

为浮出水面" 该院随即对县住

建局副局长李某# 村镇建设管

理股股长肖某等
&

人涉嫌职务

犯罪线索! 移送立案查处"

多元化警示 ! 为基层

干部补 %精神之钙$

$送法进基层活动! 内容鲜

活! 真让干部深受警示呀*% 淅

川县冬青社区干部李果营感慨

地说 "

!*/(

年
/!

月 ! 天寒地

冻! 淅川县冬青社区的送法进

社区活动却如火如荼! 以现实

基层案例改编的戏曲 # 小品 #

哑剧等节目让前来参观的
/**

多名基层干部看得如醉如痴 "

这是南阳开展警示宣传教育 !

为基层干部补 $精神之钙% 的

一个缩影"

$农村基层工作的事务性 #

分散性特征!导致基层干部在接

受教育管理上时常处于边沿化

松散状态!其法规意识和对职务

犯罪的防控意识相对薄弱" %南

阳市检察院检察长薛长义认为"

为筑牢基层干部$不想腐%的思

想防线!南阳在深化预防宣传警

示教育活动中!提出$深入一线!

守劳终端%的预防思路!为基层

干部开展多元化警示教育"

他们以乡镇纪检部门和检

察联络室为依托!设立基层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联络员!纳入社会

化大预防管理体系"统一建立了

$预防职务犯罪手机短信平台%!

县级检察院将乡镇#村组干部纳

入短信发送范围!定期发送法规

政策# 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信

息" 年发送短信
/!*

余万条!受

益基层干部
!

万余人次"

市#县检察院均成立了预防

职务犯罪法治宣讲团!以基层干

部党员为重点对象! 以涉农政

策#纪律法规#典型案例为主要

内容!通过巡讲#巡展!不断深化

预防宣讲活动"针对基层干部法

制意识淡薄!特别是部分村组干

部存在的认为自己不是国家工

作人员!不属于职务犯罪打击对

象这一错误认识!南阳及时对辖

区$两委%人员#大学生村官等基

层村组干部进行相关法律知识

培训!帮助其走出思想误区" 两

年时间! 全市共开展法制宣讲

!$*

余场次! 上党课
/+*

次!受

教育人数
/!

万余人"

为使预防工作面向农村#扎

根基层#方便群众!南阳市检察机

关加大对基层廉政文化基础设施

建设的投入! 以缩小城乡预防宣

传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 唐河县

检察院率先筹建了桐寨铺镇预防

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对乡镇#

村组干部开展警示教育! 使预防

工作更加贴近群众#接近地气"截

至目前! 该基地已经接受乡镇两

级干部参观
-***

余人次"

常态化保障!为监管国

补资金进行"顶层设计$

从建立常态化的保障机制

入手! 对监督管理进行顶层设

计! 让惠农扶贫领域专项资金

落实在阳光下运行" 南阳市检

察机关结合预防调查及犯罪分

析等发现的问题! 帮助惠农扶

贫领域相关职能部门完善规章

制度! 堵塞管理漏洞 ! 建立完

善内部防控措施! 帮助落实了

$村财乡 +镇, 管% 的财务管理

制度及 $四议两公开% 村务管

理制度"

为确保专项资金公开 # 合

理# 规范的管理和使用! 提升

预防监督的精准度和效率! 该

市检察机关还以 $互联网
0

% 建

设为契机! 搭建信息共享平台!

与相关职能部门联合会签了

'涉农扶贫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

况信息通报制度(! 建立职务犯

罪侦# 防# 技协作机制! 实现

了侦查#预防#技术工作协同互

动#一体推进的预期目标" 各县

区检察机关还建立了跟踪监督

机制!加强对惠农扶贫专项资金

的跟踪监督" 宛城区检察院$用

法律为专项资金护航%! 对每笔

专项资金都有针对性地制作法

律宣传手册!专项资金流转到哪

个环节!法律宣传手册就跟踪到

哪个环节) 淅川县检察院建立

联合督察机制! 加强对惠农扶

贫专项资金的监督) 新野县检

察院建立了 $检察预防告诫制

度%! 对涉案单位或惠农资金问

题隐患较为严重的农村干部 !

及时约谈# 告诫提醒"

东阿：“三味良药”把准职务犯罪预防脉
!

卢金增

通讯员 刘斌 黄彬彬

初冬时节!在山东省东阿县

城乡街头! 流传着这样一段民

谣-$警示说法穿心莲!书签堪比

草决明!宣讲当归迷途返!三味

草药保平安"%

近两年来 ! 山东省东阿县

检察院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

出台新举措# 新机制! 通过研

发三维立体手机警示系统# 派

发廉政书签 # 开展 $一对一 %

座谈式廉政知识宣讲等形式 !

对关键领域和重点岗位的政府

公职人员进行 $号脉%! 开出预

防 $良方%! 对症下药! 把职务

犯罪预防工作挺在各项工作的

前面!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和法律效果"

"穿心莲$&三维立体警示

$我们镇政府所有干部的手

机上都下载了这个软件!它时刻

提醒着我们不要跨越法律的红

线! 如穿心莲这味中药一般!一

药穿心!不敢心存邪念贪念"%东

阿县刘集镇的党委书记温某在

谈起县检察院的三维手机警示

系统软件时说"

三维立体手机警示系统是东

阿县检察院自主研发!于
!*#&

年

正式提供手机免费下载服务的警

示教育软件" 该软件采用三维立

体构图的最新技术! 立体模拟该

县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大厅的

全貌!浏览如身临其境般真实!并

通过一个个发生在身边的案例!

对浏览者进行廉政勤政教育"通

过网站或扫描二维码! 普通的智

能手机即可轻松下载安装" 因下

载方便!操作简单!该软件一经推

广! 在东阿县各县直科局和乡镇

政府等部门迅速传播开来! 一年

时间!便下载安装
-$**

余人次"

因安装在随身携带的手机

上!该软件比传统的职务犯罪预

防形式更增添了便携性#持续性

等特点!时刻警示干部远离职务

犯罪"

%决明子$&廉政书签放案头

$决明子% 在中药中有清心

明目之功效!东阿县检察院印制

的廉政书签被称为预防职务犯

罪的$决明子%!在县域各部门的

干部中备受欢迎"

怎样以干部喜闻乐见的形式

接受廉政教育! 一直是东阿县检

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局思考的问

题"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论证!该

局最终决定设计印制
-***

枚$廉

政书签%!相继赠发到全县各党政

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

国营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职工

手中"该廉政书签刚开始发放!就

受到领导干部们的欢迎! 大大强

化了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

$书签每天摆在桌上案头 !

看到一次! 心中的弦就绷紧一

次! 提醒干部职工静心工作!遇

事目明!不把自己搅进贪腐的旋

涡"% 东阿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刘

某对记者说"

%当归$&一对一廉政宣讲

点多面广# 派驻人员少#监

管相对薄弱!面对这一普法预防

难题!东阿县检察院在巩固县直

部门警示教育正常化的同时!创

新性地推出$一对一座谈式廉政

知识宣讲%! 将警示教育的触角

首次延伸到乡#镇#村#户"如$当

归%所含之意!提醒被宣讲人在

诱惑面前!归于理智!归于正义"

$一对一座谈式廉政知识宣

讲%主要采用 $一对一% 谈心的方

式! 检察官不再居高临下地坐在

讲台上! 而是与派驻机构工作人

员促膝长谈! 深入地了解教育对

象的工作# 生活情况! 并对教育

对象的心理动向进行摸底分析!

发现有职务犯罪苗头及时采用说

案例# 讲法律# 谈利害的方式进

行沟通! 使教育对象筑牢思想道

德防线! 自警自省远离犯罪"

!*#(

年以来! 东阿县检察

院指派人员深入国土资源 #地

税# 供电等系统的乡镇派驻机

构! 开展 $座谈式警示教育%

!-

场!$一对一%谈心
%-

人次"

杭州：
“两长论坛”预防效果显著
!

范跃红

通讯员 赵云 李彦斌

近日 !

#$*

名来自浙江省杭

州市检察机关和国土资源部门

的代表参加了旨在预防涉土职

务犯罪的$国土局长.检察长%论

坛"这是该市检察机关举办的第

七次$两长论坛%"

据了解!国土资源部门集行

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于一身!

拥有专项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权!

是职务犯罪的易发高发领域"随

着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进

程的加快!预防涉土领域职务犯

罪工作形势严峻 !

!*#!

年以来 !

杭州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相

关职务犯罪案件
+$

件
#!#

人"

在此次论坛上! 杭州市检察

院检察长顾雪飞等人围绕涉土领

域职务犯罪案件主要特点! 对近

年来该领域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

深入剖析! 并提出有针对性的预

防建议"

-

名来自杭州市基层检

察院的检察长还分别对征地拆迁

领域职务犯罪作案手段# 涉土渎

职犯罪以及补偿款管理# 拆迁指

挥部管理#评估人员管理#制度建

设与评估等工作中职务犯罪风险

进行分析并提出预防对策! 得到

了国土资源部门的一致好评"杭

州市国土部门负责人也表示要与

检察机关加强协作! 进一步提升

国土系统队伍廉政建设"

据悉!

!**.

年以来! 该市检

察机关已先后与医疗# 教育#国

企#交通 #城建 #涉农 #国土等重

点行业单位成功举办了$两长论

坛%

1

职务犯罪预防效果显著"

邳州：
四项措施抓实大工程预防
!

周 磊

江苏省邳州市桃花岛公园

近期如期开园"建成后的公园绿

树成荫# 溪水潺潺! 游人如织"

$这里面也有检察干警的功劳*%

邳州市园林局副局长李辉赞道"

邳州市桃花岛公园提档升

级改造工程是邳州市 $三重一

大%工程项目!总投资近
(

亿元!

工程
!)/&

年
/

月开工建设 !现

已完工"为有效遏制和减少工程

建设职务犯罪的发生!邳州市检

察院及时介入该工程建设!将该

工程列为检察长督办工程!并采

取四项措施开展专项预防-一是

开展抓好源头预防" 开工之初!

邳州市院就协调园林局对工程

招标实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实

行行贿犯罪记录一票否决制!同

时应邀请参加招投标对招标过

程实时监督"二是开展坚持合同

双签制"要求工程建设指挥部同

参建单位#监理单位在签订工程

建设监理合同时!同时签订预防

职务犯罪合同及廉政责任书"三

是开展工程建设重点环节监督

制"对工程招标#重大项目变更#

重大资金拨付等重点环节进行

实时监控"四是开展预防警示教

育 "在建设过程中 !邳州市院预

防干警及时深入工地!对建设单

位 #承建方 #监理单位有关人员

开展警示教育"结合本院近几年

查办的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

案件!以案释法!加强法制教育!

提高依法依规从业意识"

就像他背上布书包前往姥

姥家! 到没有村里其他同学的

学校去上初中! 就像他大学毕

业前! 想到自己马上就要离开

这个不舍之地" 可生活就是这

样! 它不会等你" 在你不想上

学的时候! 你得上学) 在你不

想毕业的时候! 你得离开" 他

从小到大交了多少伙伴! 可却

一个个失去了他们" 有的因为

到不同的地方上学! 交往日渐

疏远) 有的可为知心! 却天各

一方) 还有现在虽然在一块儿

的! 比如这三位朋友! 但又一

个个被各自新成立的家庭占去

一部分" 大家都像原子! 虽然

越变越多! 却越变越远! 直到

远得被大家习以为常"

程自远一定是喝多了 ! 他

不记得是谁把他送回单位的 !

也不记得是如何到了宿舍" 这

天下午! 他当然没有上班! 就

在宿舍睡觉 ! 还做了一个梦 "

梦见他成了新郎! 柳芳雅成了

新娘 " 她穿着洁白的长婚纱 !

缓缓走过红地毯! 旁边有人砰

的一声拉开拉花! 彩色碎纸漫

天飞舞! 又不知被谁推了一把!

两个人搂着倒在地上! 柳芳雅

羞得满脸通红! 他躺在她的大

腿上起不来//

诸位读者不要笑! 之所以

会做这样的梦! 恰恰是因为程

自远太孤单了" 本来在城里就

没有亲朋故友! 加上他性格内

敛! 不喜欢拉帮结派! 平时单

位红白喜事一般都不爱去凑 !

大部分都是只见礼不见人! 久

而久之! 大家也都知道了他的

为人! 说 $程自远自己一个人

越走越远了 % 或者干脆就是

$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喜欢一个

人待着% 等等" 他不抽烟! 平

时不喝酒! 讲工作# 讲原则多!

讲交情# 讲交际少! 所以交际

圈自然很小" 更不用说一到晚

上只有他独守孤灯! 只是看卷#

上网# 读书三件事" 也不必说

/

米
!

的床上任他随便翻滚不

会碰到别人的身体! 半夜醒来

不会听见别人的呼吸声! 感受

到别人的体温! 没有人跟他抢

被子! 除了他自身! 其他都是

一片虚空//

程自远从梦中醒来 ! 心里

一阵惆怅之外! 突然意识到这

一段时间只顾着忙! 实在应该

和柳芳雅见一面了" 他掏出手

机! 拨出号码" 柳芳雅欣然应

允" 至此! 我们可以断定程自

远喝的酒也不算太多! 因为他

还知道去洗了头洗了脸刮了胡

子! 认认真真刷了皮鞋! 刷了

牙! 换上一身新衣服! 而且还

没有忘记带钱包"

他们会面的地方是烟波湖

附近的一家西餐厅!地点是柳芳

雅挑的!菜也是她点的"菜单从

程自远手中传过去的时候!他轻

轻地扫一眼"她用白皙的双手接

过去!简单地看了看!就放在桌

子上!很快地点了菜"程自远第

一次也就是上个月和柳芳雅相

遇!连她具体长相以及穿什么衣

服都没注意!但这次他留心了一

下"柳芳雅身高在
/2-(

米左右!

偏右一点!不胖!脸的轮廓非常

好看!属于瓜子脸和鹅蛋脸的综

合!线条柔和!下巴略尖!颧骨不

显!脸颊不大不小!一笑满是娇

媚)眼睛大而有神!眉毛浓而不

散!鼻子嘴巴灵巧可爱!仿佛书

法作品中的点划一样雅致多姿)

一身方格休闲裙和一双白色低

跟浅脸皮鞋"

柳芳雅几秒钟就点好菜!笑

着对程自远说-$师兄! 你让我

点!我就反客为主了"这地儿我

和朋友来过几回! 味道还不错"

你最近忙不&%

$怎么不忙&一回来就忙"你

呢&%

$还行"哎!对了!上次你说

你回家见了一个女孩儿! 怎么

样&%

$别提了! 我回家本来是帮

着收秋的!可父母非让我去见"%

$快说!怎么样!到底&%

$不怎么样!说实在的"属于

只此一面之缘# 后会无期的那

种"你呢&你的终身大事解决了

吗&%

$哈哈! 我早着呢" 为这事

儿!我妈也是火烧眉毛!到处托

人说媒!烧香祷告"不过她当不

了我的家"%

$哦!对了"上次听你说要考

公务员! 打算考哪& 有准备了

吗&%

$我啥时候说要考公务员

了&是我妈逼着我考!我又不想

考"%

$我觉得你妈说的也有道

理" 不如你就考真山县检察院!

正好发挥法律特长!咱俩又能在

一块儿!不是很好&%

$师兄! 你怎么也和我妈一

个想法"不错!公务员是一个热

门行业!大家都挤破头想往里面

钻!但就不兴我找自己喜欢的工

作&%

眼看柳芳雅表情激动!程自

远忙改口-$逗你玩的!咱们年轻

人哪能光由着家长给安排"找工

作就像搞对象一样!咱们得自己

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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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龄青年*单身检察官程自远偶然邂逅出身富豪家

庭的美女律师柳芳雅&开启了一段艰难而起伏的爱情之

旅)爱情的考验*工作的挫折*办案的压力以及邪恶的报

复++面对工作*生活和爱情上的重重困难&程自远何

去何从,这到底是跨越阶层的纯美爱情&还是精心设计

的一场骗局,真相有待揭晓&漫漫长路在脚下延伸++

近日!重庆市酉阳县检察院邀请当地公安干警参观该院派驻龙潭

检察室廉政警示教育基地$通过参观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听取检察官

关于发生在本地的典型职务犯罪案件的讲解!参观者深受启发$

沈义 张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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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强 田文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