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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温江区委原书记谢超用8
个箱子藏钱5000多万元，银行工
作人员5个小时终数清

有人扛数十斤钱
送他家中

“经过银行工作人员近 5 个小时的清点，所有现金
终于数清了，共计人民币 4900 万余元、欧元 19 万余元、
美元 46 万余元、港币 210 万余元。”四川省纪委第一纪
检监察室副主任曹星宇，近日在《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上披露的这个细节，让成都市温江区委原书记谢超再
次引关注。

落马时宿醉未醒

谢超，2012 年 9 月任温江区委书记，2014 年 12 月落
马。2014 年 6 月，纪委收到了谢超等人银行账户资金存
在可疑交易的问题线索，启动外围核查。

2014 年 11 月 24 日上午，纪委兵分两路，将谢超和谢
妻王某带回谈话地点。

文章披露称，当时呆坐在办公室里的谢超，因前晚
过生日宴请庆祝，宿醉未醒，一身酒气，精神状况不佳；
他的妻子对纪委的到来很诧异，因为她所居住的房屋并
未登记在谢、王或其家人名下。

8个储物箱装5000多万现金

文章说，谢超不经意间透露，他前晚在某山区的自
建院落内喝酒庆生，之后纪委便顺藤摸瓜，发现此处有
存放违规违纪款物的重大嫌疑。

这个自建院落，名叫“银铃居”，由三栋房屋组成，位
于某山区山顶，只有一条崎岖难行的山路相通。纪委冒
雨摸黑上山，在连续清理了两栋较为陈旧的房屋后并无
所获，最后在一间新建的拼装屋储物间内有了重大发现。

在搬开杂物、掀开地毯后，这间房的地面下有一道
封闭暗门，用手电筒一照，是一间半人高的地下室，里面
藏着 8 个大约 30 厘米高、30 厘米宽、80 厘米长的储物
箱，随手打开一个，全是用密封袋装好的现金。

11 月 26 日破晓时分，经过银行工作人员近 5 个小时
的清点，所有现金终于数清了，共计人民币 4900 万余
元、欧元 19 万余元、美元 46 万余元、港币 210 万余元。

为什么存现金？
谢超说，“面对反腐高压态势，整天惶恐、焦虑与不安，

收来的钱不敢存银行，也不敢搞投资，生怕留下蛛丝马迹；
大量的现金不敢放自己平时的家里，只能狡兔三窟、费尽
心思隐藏；拿着大把的钱也不敢花，以至于受潮发霉。”

有人曾扛六七十斤钱到他家
这么多钱，哪里来的？

记者发现，谢超被调查之后，牵出了成都市国土资
源局原党组成员、土地储备中心原主任张康林。去年 8
月，张康林一审，他被控曾向谢超介绍贿赂 300 万。

据此前报道，当时公诉机关称，成都川西卉森投资
有限公司法人陈玖成为了在温江做工程的工程款结算
以及“居然之家”项目开发等问题，请张康林帮忙。张康
林表示可以帮其引荐温江区原区委书记谢超。

随后，陈玖成在张康林的帮助下见到了谢超，谢超
答应帮忙。

陈玖成为答谢谢超，准备了300万现金，由张康林亲自
帮其送到区委书记谢超的家里。张康林说，是他将六七十
斤重的钞票装在麻袋中，亲自给谢超扛到家中。 （钟合）

与“大老虎”有利益交换关系

陕西纪委的通报称，李大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搞政治攀附，捞取政治资本；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违反组织纪律，利用与魏民洲的利益交换关系，
干预和插手组织人事工作，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源；违反
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
贿犯罪。

公开简历显示，李大有出生于 1962 年 9 月，山西万
荣人。先后在西安惠群皮货商场、惠群旅游商贸发展公
司工作，2003 年 10 月，李大有开始担任西安旅游集团董
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今年 7 月 3 日，因涉嫌严重违
纪，接受组织审查。

而就在 5 月 22 日，魏民洲因涉嫌严重违纪落马。对

其双开通报显示，此人搞政治投机和政治攀附，政治品

行败坏，长期搞迷信活动，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和接受公款宴请，接受私

营企业主安排的旅游活动；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

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收

受礼品、礼金；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安排厨师让魏民洲随时吃面

值得注意的是，魏民洲在陕西任职多年。1998 年初

到 2007 年，其在商洛任职近 10 年，历任市委副书记、市

长、市委书记。2007 年，魏民洲升任陕西省委常委，历任
省委秘书长、西安市委书记等重要职务。2012 年-2016
年，魏民洲曾主政西安四年。

西安本地媒体披露，魏民洲李大有“私交”颇好，在
西安是众所周知的。李大有与魏民洲都爱吃面食，几乎
不可一日无面。

据熟知魏民洲的人士透露，爱吃面的习惯让魏民洲
在外出差，特别是出国期间的饮食方面尤为痛苦。李大
有人称“面条老总”，他长期担任西安旅游集团董事长，
旗下曾控制西安饮食、西安旅游两家上市公司，拥有众
多本地陕菜“老字号”及顶级厨师。

给魏民洲做过服务的人士透露，魏出差期间的饮食
问题，基本上都是李大有安排专门的厨师跟随，带着做面
食的工具和上好原料，以便于魏民洲随时吃面。 （法晚）

采购租用设备
收好处费
安徽电视台一科长受贿被公诉

电视台制作中心干部利用手中权力，在设备租
赁、设备采购方面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贿赂。近日，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以受贿罪对原安徽广
播电视台制作中心音频科长王照提起公诉。

王照在担任安徽广播电视台制作中心音频科
长期间，分管设备租赁、采购。在 2007 年至 2012 年
安徽广播电视台制作的“江淮情”慰问演出活动中，
租用了某经营部负责人杨某提供的音响、音频设
备。王照所在的音频科有设备提供方的建议权，并
负责对所租赁设备进行技术把关。后在王照的帮
助下，杨某顺利中标，并于 2010 年 6 月与安徽电视
台签订了总金额为 58 万余元的设备供货合同。紧
接着，杨某又在王照的帮助下，中标了安徽广播电
视台 1000 平方米演播室音频系统项目。

杨某为了感谢王照在其承接上述业务中给予
的关照，为谋求王照继续为其承接安徽广播电视台
的业务提供帮助，自 2009 年春节至 2015 年，先后 9
次共计给予王照人民币 50.5 万元。2013 年 10 月，
杨某得知王照借款购买了一辆新车，就以公司名义
购买了王照一辆价值约 6 万元的尼桑牌旧车，支付
给王照现金 20 万元，王照变相收受了杨某给予的
现金 14 万元。 （检察）

受贿130万
拿去网络赌球输光
广州市从化区委原常委邱永权
一审获刑4年

近日，广州市从化区委原常委邱永权，因构成
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4 年，并处罚金 40 万元。

据广州中院审理查明，2015 年 4 月至 6 月间，邱
永权利用其担任从化市委常委、从化市太平镇党委
书记的职务之便，在协调推进广州丰银房地产有限
责任公司所拍地块的征地工作中，以“借款”名义分
四次向该公司负责人苏某(另案处理)收取人民币共
计 130 万元，全部用于网络赌球活动并挥霍完毕。

2000 年 11 月至 2008 年 3 月，邱永权在担任从化
市鳌头镇和太平镇党委书记期间，经镇委镇政府集
体决策，在未经从化市委市政府审批和备案的情况
下，以计生责任奖、计生抽查合格奖、征地奖励款、
维稳责任奖、领导班子节日补助、领导班子节日补
贴、上调任务奖等名义，违规从镇财政资金中向时
任镇领导班子成员及镇部分工作人员分发款项共
计人民币 385 万余元，其中邱永权个人分得款项共
计人民币 27 万多元。

法院认为，邱永权向苏某“借款”四次，少则 20
万，多则 50 万，相对于邱永权年均二十万元左右的
工资收入水平而言，显然属于巨款。面对如此大笔

“借款”，全部均以现金形式交付，双方没有约定借
款利息和还款日期，未出具借条，不留交易痕迹，不
符合正常的借款交易习惯。被告人邱永权将所借
款项全部用于非法赌博活动，屡赌屡输，在明知个
人收入水平有限的情况下，仍然肆意挥霍“借款”，
印证了其主观上的非法占有故意。

广州中院最终以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对
邱永权作出有期徒刑 4 年，并处罚金 40 万元的一审
判决。邱永权听判后表示将上诉。 （南都）

用权力与老板做交易
江西一优秀干部心里失衡后3
年受贿百万元

肖烈钊因表现优秀，被组织任命为江西泰和县
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后，身边总是围着许多
身价千万的老板。时间一长，肖烈钊心里很不平
衡，他也想发财，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与老板做交
易，三年多时间共受贿近百万元。此案经江西省吉
安市青原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以被告人
肖烈钊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
处罚金 30 万元。

法院判决表明，担任泰和县国土局局长的肖烈
钊利用职务便利使肖某取得六个土地整理项目和
四个土地开发项目，事后，肖某送给肖烈钊 41 万
元。另外，肖某某在肖烈钊女儿办喜酒时送给肖烈
钊 8.4 万元。肖烈钊利用职务便利使廖某取得建设
用地使用权，事后，廖某送给肖烈钊 10 万元；肖烈
钊利用职务便利使肖栋某取得房地产开发项目，事
后肖栋某送给肖烈钊 20 万元；肖烈钊利用职务便
利使林某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事后林某通过肖烈
钊的女儿送给肖烈钊 20 万元。 （正义）

8 月 23 日，陕西省纪委发布消息，西安

旅游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大有

被“双开”。通报称，李大有利用与陕西省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魏民洲存在的利益交

换关系，干预和插手组织人事工作，为自己

积累政治资源。

就在 8 月 22 日，魏民洲因涉嫌受贿罪，

被依法逮捕。而且，李大有与时任西安市

委 书 记 的 魏 民 洲 私 交 甚 好 。 知 情 人 士 透

露，李大有曾安排专门的厨师跟随魏民洲

出差，以便于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

让其吃上一碗可口的手擀面。

西安一国企公司董事长涉嫌受贿犯罪被“双开”，攀附副省级领导后干
预和插手组织人事工作

被指与“大老虎”交换利益

魏民洲李大有魏民洲李大有““私交私交””颇好颇好

广东省地质局原局长欧阳志鸿
获刑12年

6年敛财近600万
8 月 21 日上午，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宣判广东省地质局原局长欧阳志鸿受贿一案，对
被告人欧阳志鸿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200 万元。

经审理查明，2008 年至 2014 年间，被告人欧阳
志鸿利用其担任省地质局局长、党委书记等职务上
的便利，在干部职务升迁、工作调动、项目开展等事
项上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 595
多万元。法院认为，被告人欧阳志鸿身为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鉴于被告人基本已退清全部赃款，可酌情从轻处
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南方)

湖北一国土局长曾多次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问题，自己却因贪腐获刑

收钱办事 送钱买官
一边收钱替人办事,一边送钱“买个人进步”。多

次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的国土局局长,最

终倒在了权力和金钱面前。

近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人民

法院以犯受贿罪、行贿罪,一审判处恩施州经济开发

区国土资源局原局长李胜荣有期徒刑 3 年 10 个月,并

处罚金 20 万元,依法追缴违法所得。

敛财

李胜荣的受贿路,从“小打小闹”开始。

2002 年,李胜荣任恩施州恩施市屯堡乡乡长。在

一次协调乡镇整合个体经营牲猪商户工作时,李胜荣

与在当地做牲猪生意的个体商人李斌(化名)结识。一

来二去,两人相熟。2002 年至 2009 年间,李斌每年春

节以拜年名义,累计送给李胜荣人民币 4.1 万元。

2008 年 6 月,李胜荣调任恩施市国土资源局党

组书记、局长。此后,手握“土地”大权的他开始大

肆揽财。

2011 年及 2013 年,在李胜荣的介绍下,李斌先后承
接了恩施州某国际商贸城有限公司及某古城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的土石方工程。为了感谢李胜荣的长期
关照,李斌以分红名义,先后两次送给李胜荣人民币共
计 40 万元。2015 年 10 月,李胜荣的女儿出嫁,李斌再
次送上 20 万元作为“贺礼”。

法院审理查明,2002 年至 2015 年期间,李胜荣先后

11 次收受李斌 64.1 万元。

给“老朋友”介绍工程卖人情的同时,李胜荣也不

忘结交“新朋友”。

李胜荣与前述古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凯 (化名)相识于 2007 年。当时,陈凯在恩施市做项

目。此后,陈凯先后 5 次分别送给李胜荣现金 3000 元、

金项链 1 条、2012 年版中国熊猫普制套装金币 1 套、国

鼎聚金宝 1 件。

据检方指控,2002 年至 2015 年期间,李胜荣利用其

担任恩施市屯堡乡乡长、恩施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恩

施州经济开发区国土资源局局长的职务之便,非法收

受他人人民币 71.7 万元和价值近 10 万元的黄金饰品、

熊猫金币、购物卡等。

记者注意到,相关现金、礼品等多以拜年、分红等
名义送出,逢年过节、嫁女、丧母等特殊节点,成为李胜
荣敛财的主要时间节点。

关照

收人钱财,替人办事。
陈凯证言称,送礼是因为自己在恩施做项目需要

在国土局办理相关手续,希望和李胜荣搞好关系,以便

所从事的工程项目得到其关照。

大权在握的李胜荣,确实“关照”了不少人。在李

胜荣的关照下,陈凯在办理项目土地使用证以及用地

审批手续过程中,享受了“绿灯”待遇。

“他是公司主管单位负责人,希望能够得到他对

公司业务上的支持,我的儿子当时也在当地国土部
门实习,希望得到关照。”证人覃某在解释送礼原因
时直言。

和陈凯一样,覃某在办理项目工地审批手续同

样得到了关照和配合,覃某公司每年年审都能顺利

通过。

2009 年,恩施某置业公司承接了当地装饰城建设

项目。该项目系当年恩施市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根

据判决书内容,置业公司副总经理向某证言证实,当

年土地报批项目推进很快。按照“四个一”领导制,

李胜荣是作为“一名局长”的身份来牵头此事。在土

地报批业务上,因为李胜荣的关注和关照,相应流程

都走得快。

除了在土地项目审批方面给人开绿灯敛财外,

土地拍卖、测绘、土地评估等也是李胜荣敛财的重

要出口。

2009 年,湖北省宜昌市某拍卖商行通过公开招拍

卖,取得恩施市火车站附近一地块。首次拍卖时,土地

流拍,拖延时间长、资金回笼慢等一系列问题随之而

来。在李胜荣的关照下,该地块最终降价拍卖。

“一方面是因为第一次没有卖出这块地,担心国

土部门找麻烦,给他送点钱搞好关系。另一方面,卖

地之后表示感谢,感谢他在拍卖该地块的过程中帮
助协调各种关系,提供方便。”涉案拍卖行法定代表
人证言称。

买官

收钱替人办事,也不能忘了花钱“求个人进步”。

为得到恩施州国土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陈某

在个人进步上的关照和工作上的支持,李胜荣曾多次

向其行贿。

2009 年春节,李胜荣在陈某办公室送其现金 4000

元；2009 年下半年,陈、李二人到外地开会,李胜荣送给

陈某现金 1 万元；2010 年春节,李胜荣再次给陈某送去

4000 元现金。

时任恩施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孙某证言显示,

2009 年至 2013 年的每年春节,李胜荣都以拜访州局主

要领导名义要其准备 4000 元,所用钱财均出自单位财

物部门,“至于怎么拜访的我不清楚”。

2014 年 11 月,李胜荣由恩施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
记、局长调任恩施州经济开发区国土资源局局长。一
年试用期满后,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官网发布公告,正式
同意其任职。

记者查询发现,2013 年至 2015 年间,身为国土部门
“一把手”的李胜荣,曾多次在会议上提及廉政建设等
问题。

恩施市国土资源局官网一则题为《市国土局集中
学习市纪委八届五次全会和市政府廉政工作会议精

神》的消息中,李胜荣明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认清

大势,做政治上的清醒人、明白人、局中人,不打折扣地

执行各级党委关于党风廉政和作风建设的各项规定,

牢记责任、不辱使命,为全市国土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传递正能量”。

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的李胜荣,最终

倒在了腐败问题上。

利川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李胜荣利用职务便利,

多次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

为已构成受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

人员以财物,其行为构成了行贿罪。决定对李胜荣执

行有期徒刑 3 年 10 个月,并处罚金 20 万元。 (中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