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总经济师
是否监守自盗？

由于孙伟菁在案发前的身份为中石化
北京石油分公司副总经济师，因此被认为是
一起内部人监守自盗的案件。

警方在侦查过程中， 还在孙雷处查获了
一张 A4 纸，上面写有关于涉案几人彼此之间
如何应对调查的手写内容。 字条上写着：“想
好账户内资金来源，则不用承认；如实在不行
就只说地下的 3 个阀门（就是现在墙内的）是
偶然发现的， 由于地面有一定的下沉， 才发
现， 这样就没有主观上的故意了……成立专
案组，事情很严重，一定要万分小心，全国都
在查，尽量少打手机电话，手机是最危险的。
……他们会分开问话，细节很重要，一定要符
合逻辑……”最后查明，这一字条正是孙伟菁
手写。

对于字条， 孙伟菁称，2012 年 10 月 10
日第一次到燕山公安分局后，担心被孙雷他
们的事牵连进去，于是在 11 月初，自己用办
公室的电脑打印了一份材料，内容就是告诉
孙雷和孙志刚一旦被抓获之后，如何向公安
机关供述，中心意思是让孙雷、孙志刚不能
说他俩偷油的事情他知道。

孙伟菁称，他并没有和孙雷、孙志刚进
行盗窃， 他之所以把油销售给孙雷是为了
维护所任职公司的利益， 而且他也不知道
孙雷的公司没有销售成品油的相关资质 ，
他只应对自己参与销售成品油的数额负
责。根据孙雷的供述，他在 2010 年下半年，
将偷油的事情告诉了孙伟菁， 而孙伟菁吓
了一跳，并且让他们不要再干偷油的事。

孙伟菁的一审辩护律师则认为， 具体
的盗窃行为由孙雷、孙志刚完成，所盗油品
均受这两个人控制， 并没有证据表明孙伟
菁参与盗窃的预谋和具体实施， 也没有证
据证明孙伟菁在事发前知道偷油现场的详
细情况，案发后给孙雷、孙志刚通风报信不
应成为涉嫌盗窃的证据。 孙伟菁只是居中
介绍让孙雷、孙志刚从其所在的单位买油，
后又帮孙雷等介绍过买家， 让孙雷赚取利
润， 因此孙伟菁的介绍行为在整个油品买
卖中起次要 、辅助作用 ，系从犯 ，应当减轻
处罚。 但是，在一审判决中，孙伟菁及其代
理律师的辩护意见未被法院采纳。目前，孙
伟菁等人已经提出上诉 。 （羊晚）

房山区阎村镇小紫草坞村党支
部书记周某称，2003年10月， 孙雷和
孙伟菁一起找到他，想租赁村东靠大
件路那块地做生意，于是在2003年11
月20日， 村里和孙雷签订了租赁合
同。但是此后，由于客观原因，那一块
地一直放着。 2009年初，孙雷才把这
块地圈起来，并盖了两排房子、一个
库房。 院落被建起之后，这里就成了
一个销售成品油的仓库，由于价格比
市价要低且油品质量不错，因此吸引

了不少买家。 据一名油品买家称，他
在此处购买了600至700吨左右的柴
油，每吨8000元左右，比市场价便宜
了30至40元，油品的质量也不错。 不
过，孙伟菁否认在2003年租下此院子
与后来的偷油有关系，称当时的目的
只是为了帮助孙雷从事成品油生意。

除了盗窃成品油外，孙雷等人由
于在没有资质的情况下从事成品油

销售，还在一审中被判处犯非法经营
罪 。 据判决书内容 ，2004年10月至
2012年8月间，孙伟菁和孙雷、孙志刚
等人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成
品油业务， 分别以燕联盛京工程公
司、 中联盛京石油公司的名义，从中
石化北京石油分公司购进成品油总
计2.3余万吨， 并将上述成品油中的
2.1余万吨予以销售， 非法经营额共
计人民币1.4亿元， 其中孙伟菁参与
非法经营的数额为人民币1亿余元。

声 明
我公司于2013年4月26日就位于海口市龙

昆南路金利大厦（原外贸商住楼）项目与杨新
明先生签订《合作开发合同》，因双方无法履
行，双方已于2014年8月28日签订《解除合作开
发合同协议》终止了《合作开发合同》的履行。
现发现杨新明先生及海南中帅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利用已经失效的合同文件， 冒用我公
司名义或项目业主名义向外委托或洽谈金利
大厦项目合作事宜并向有关部门发函， 故向
全社会发布声明如下：

1、 我公司就金利大厦项目享有的债权现

仍在法院诉讼、执行中。
2、 我公司与海南中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未签订任何合同，无任何法律关系。
3、自2014年8月28日起杨新明先生与金利

大厦项目无任何关系。
4、自2014年8月28日起，我公司向杨新明

先生出具的《任命书》和《特别授权委托书》，期
限届满，自本声明之日起作废。

5、自2014年8月28日起，杨新明先生或海
南中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我公司名义或
金利大厦项目对外的一切行为与我公司无关。

海南王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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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失声明
羊清水名下有一辆普通二轮摩托车，车

牌号码琼 DE1143,中文品牌飞鹰牌,车辆型
号 FY125 一 18， 车 辆 识 别 代 号
LE8PCJLH5B1000322,发动机号 10C26767，
因保管不当不能正常使用，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彭 宏 伟 （ 身 份 证 ：

110105195110727151X）不慎遗失
博鳌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会员卡两
张， 卡号：81010004，BGT-0093，
特此声明作废。

1月10日， 一条郑州大学生发的微
博在网上热传，6位大学生配合现代高
科技追擒偷车贼。

郑大学生勇擒偷车贼
1月10日上午，网友“郑在发生 ”发

了一条微博：“郑大体院学生二楼跳下，
骑车狂追20公里擒偷车贼。 ”称1月10日
0时许， 一偷车贼潜入郑州大学体育学
院校本部偷电瓶车，体院学生当即从二
楼跳下， 骑上电动车狂追20多公里，最
终智擒偷车贼送至派出所。

1月10日下午，记者赶到郑大体院，大
二学生赵龙斌告诉记者，几位捉贼同学去
派出所作笔录了，他们成了同学之间相传
的英雄。 “看来，现在在电动车上装卫星定
位系统果然有效果。 ”赵龙斌说。

电动车停在楼下被偷
赵龙斌和这几位捉贼的学生住在同

一宿舍楼。 “当时大约在凌晨1点，丢车的
同学放在床头边的手机突然 ‘滴滴’报
警。他拿起来一看，原来是自己安装在电
动车上的GPS自动报警系统传出情况：
他的电动车正在移动。 ”赵龙斌说，同学
正在床上躺着，而车钥匙也在自己手里，
车子这时候突然开始移动， 肯定只有一
个情况，“也就是说，被人偷走了”。

这位同学立即飞奔下去，发现楼下

停着的车真的不见了。 他立即打开手机
同步电动车轨迹。 手机显示：这辆电动
车沿校道路一直向校南门口移动，并从
郑大南门口出了学校。 他上楼对宿舍的
同学说了情况， 几位同学决定一起行
动，“不能让贼得逞。 走，一起追贼去。 ”

狂追20公里抓住小偷
一个宿舍的6位哥儿们骑了3辆电

动车， 从郑大南门沿科学大道向东追，
同时打开GPS定位系统跟踪。“我们出校
门时，被偷电动车已经过了银屏路。 ”向
东追至科学大道立交桥，他们顺着桥下
继续向东，却发现盗贼骑着电动车竟停
在立交桥上。

一场桥上桥下的追逐大戏上演 。
“桥顶的小偷并不知道， 有人在桥下一
直跟着他。 有时小偷超过同学们，有时
同学们超过小偷。 6个同学一合计，小偷
肯定会从桥上下来，于是，他们就在北
环索凌路的南下桥口守着，来堵小偷。 ”
赵龙斌说，果然，小偷一下桥就被堵住
了。 看到这边6个人， 小偷扔下车子就
跑，但没有想到他这次遇到的是身体非
常棒的郑大体院学生，学生们一直追到
东风路附近，最终把盗贼抓住。 据了解，
从西北角的西四环追到郑州北侧东风
路派出所附近，距离有约20公里。

（郑晚）

新中国成立以来标的额最大的盗窃成品油案一审宣判

3人偷油价值4.7亿被判无期
GPS定位

狂追小偷20公里
郑州大学 6 体育生深夜勇擒偷车贼

近日，备受关注的原中石化北京石油分公
司副总经济师孙伟菁涉嫌盗窃成品油案，由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孙伟菁
及另外两名被告人孙雷、孙志刚均被判处无期
徒刑。 孙伟菁已经就此提出了上诉，坚称自己
并未参与盗窃。 根据判决书，在将近三年时间
里， 涉案人员共盗窃成品油价值人民币 4.7 亿
元，由于涉案金额高，此案也被称为新中国成
立以来标的额最大的盗窃案。

据记者了解， 涉案的孙伟菁、孙
雷和孙志刚是亲戚关系，其中，孙雷
为孙伟菁的弟弟，孙志刚则为两人的
侄子。 三人此前的职业，均与油有关
系，除了孙伟菁在中石化北京分公司
任职外，孙雷在北京创办了石油公司
从事成品油销售，而孙志刚则在大庆
油田工作过。

据 悉 ，2009 年 10 月 20 日 至
2012 年 9 月底，孙伟菁、孙雷 、孙志
刚在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小紫草坞

村东里 69 号-1 号院内，通过盗接管
线的方式，大量盗窃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石化燕山分公司）储运一厂至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油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北京石油分
公司）长辛店油库间输油管线输送的
成品油。 期间，孙伟菁、孙雷、孙志刚
等人联系，由孙雷、孙志刚等人将上

述所盗窃的成品油销赃， 经核实，盗
窃的成品油价值人民币 4.7 亿余元。

经查，2007 年的一天，孙志刚告
诉孙雷他们租的地方附近在铺设输
油管线，可以想办法接管偷油。于是，
等小紫草坞村这段管线施工填埋完
成后，他和孙志刚一起买来了一寸粗
细的无缝钢管弯头等，然后又去买了
三个阀门。 后来，孙志刚又找来了挖
掘机、铲车和电焊工，将无缝钢管接
在了输油管线上。

发现输油管萌生偷油念头

据中石化燕山分公司储运一厂
厂长于某称， 该公司在 2012 年 9 月
17 日对燕山至长辛店的柴油管线安
装了流量计。 9 月 20 日发现出站流
量与长辛店接收成品油的流量有误
差，后来委托中国特检专家到现场进
行全面检测。 9 月 30 日 11 时许，检
测人员在北京六环路大件路出口往
燕山方向 500 米处探测出异常情况，
挖掘后发现三条成品油管线上焊接

有三条分支管线， 遂到公安部门报
案。 接到报案后，公安部门顺着分支
管线，顺藤摸瓜般找到了储存被盗成
品油的仓库。

据北京市公安局燕山分局刑侦
大队对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小
紫草坞村的这一院落进行的现场勘
察，院落靠东侧两间车库里侧装有地

下油罐， 库房南侧有一长 15 米、宽
15 米、深 4 米的土坑。 警方对院外管
线盗接点进行勘查后发现，燕山石化
铺设输往长辛店油库的三条成品油
输油管道东西走向，而盗接点位于院
外南侧 50 米的位置， 盗接管线直径
4 厘米，由南向北进入院内，与输油
管道在盗接点处形成直角，盗接点位
于成品油管线的正上方，连接方式为
电焊焊接。

流量现误差牵出偷油大案

以低于市价进行非法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