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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失衡使他心生贪念

“30 年前，我审别人；30 年后，我被别人审，我怎么
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一天。”从“好同志”到“阶下囚”，
李青海的角色转换似乎颇具戏剧性，然而听了他讲述自
身成长经历和思想转变后，其身陷囹圄的结局就不令人
惊奇了。

1988 年，毕业后考入镇赉县法院工作的李青海风华
正茂，由于工作努力，很快就崭露头角，先后在镇赉县团
县委、县委组织部、县信访办、英华乡政府任职。2001
年，李青海调到五棵树镇任党委副书记、镇长。2003 年 7
月，李青海提任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此后直至 2014 年
9 月，他在乡镇一把手岗位上一共干了 11 年 2 个月。

“能任五棵树镇党委书记，我满怀感恩之心。我当
时的想法就是把五棵树镇发展起来，不辜负党组织的信
任。”据李青海回忆，他刚任五棵树镇党委书记的几年，
一心扑在工作上，能够做到严格自律，拒收贿赂，有人称
他是“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然而，随着镇经济快速发
展，各方面条件改善，李青海飘飘然起来。“我当时错误
地认为五棵树镇的发展，完全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随着恭维他的人逐渐增多，李青海居功自傲、虚荣
心开始膨胀。在他看来，自己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而
有了身份和地位，在与别人交往中就不能太寒酸。“在参
加红白喜事时，别人一般都拿 200 元，自己是党委书记，
明显拿不出手。有的场合得掏个 500、800 的。”当时，李
青海的工资并不高，经济上变得很拮据。而且在交际应
酬中，特别是接触一些求他办事的商人后，他发觉自己
在物质享受上并非高人一等。“在很多场合看到别人拿
的手机、开的车子，明显赶不上人家。也有人对我说：你
是镇党委书记，还拿这样旧的手机，多没面子。”自觉有
身份、有地位的李青海，误认为自己拥有的财富与身份
地位不相匹配时，心理开始失衡，“我觉得要融入社会就
需要钱，靠自己的工资根本做不到。”贪念不可控制地在
李青海心中悄然萌芽。

当滋生的贪念与失去有效监督的权力挂起钩来，一
切财富似乎变得唾手可得时，李青海逐渐迷失自我，贪

欲的门慢慢地打开了。李青海如同一只钻进了油坛的
硕鼠，在金线编织的幻境中变得麻木，当他觉醒时已然
深陷泥淖、无法脱身。

没项目“创造项目”也要贪

据李青海交代，他第一次收钱，是帮同学办事，事后
收下的感谢费虽然不多，却恰好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随着手中权力增大，求他办事的人越来越多。李青海认
为，有能力帮别人是交朋友的一个方式，别人对他的“感
谢”，也能满足自己所需。因为有了这种想法，他从收受
到索取，由小额到巨款，贪欲如冲开闸口的洪水，想收也
收不住了。经查，2007年12月至2014年9月，李青海利用
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钱款280余万元。

李青海在谈及自己违纪违法心态时说，对自己的行
为已经严重违纪违法也心知肚明，但当时贪婪和侥幸已
经在心里占了上风，完全将党纪国法抛诸脑后。正如他
在忏悔书中自讽，在法院工作时，取得的法律专业研究
生证书，是为了职务升迁增添含金量混来的文凭，学过
法但只是作为晋升之用，在工作中依然是个“法盲”。而
且在他看来，很多事都是私下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只要对方不说谁也不会知道。

李青海交代：“我在这个位置上，钱来得太容易。我
当时已经不满足小打小闹，希望得到更多的钱。”长期担
任镇党委一把手，李青海把五棵树镇当成了自己的“后
花园”，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基本由
其个人决定，有项目必定雁过拔毛，没项目创造项目也
要贪，其敛财方式简单粗暴，可以用“疯狂”来形容。

2005 年 11 月至 2014 年 6 月，李青海利用职务便利，
通过虚列工程项目，签订虚假工程合同，以虚开发票入
账核销方式，套取项目资金 700 余万元；2009 年 8 月至
2013 年 6 月，李青海以承包镇集体耕地承包户的名义，
申报良种补贴，并将部分承包户的良种补贴款截留，共
计 60 余万元；2006 年至 2017 年，李青海通过冒名顶替虚
报耕地的方式，套取国家粮食补贴款 300 余万元。10 多
年的时间里，李青海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款 31

笔，共计人民币 1100 余万元。
看到商人借助自己的权力挣到了钱，李青海羡慕之

余打起了自己做生意的主意。他知道党员领导干部不
能经商办企业，于是 2011 年 3 月，以亲属名义登记注册
了镇赉县五棵树广播电视站，由他实际出资运营，至
2018 年 1 月，共收取收视费用 570 余万元。

百般掩饰终究难逃法网

再美的梦也终究是梦，一定会有醒来的那一刻。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正风反腐高压态势下，一起起案例公
开曝光，一只只蛀虫被清除出干部队伍，在社会上引起
强烈震动，使李青海从自己的酣梦中惊醒了过来。

被惊醒的李青海发现，多年来聚敛的不义之财就像
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收缩得越来越紧，勒得他喘不过
气来。李青海接受审查调查后坦承，面对越来越多的
钱，不仅没有高兴和满足感，反而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
害怕。

李青海明白自己早晚要调离五棵树镇，那块为了套
取国家粮食补贴虚报的土地和已被其占有的粮食补贴款
成了他的心病。为了掩饰自己的违法行为，2014 年 6 月，
李青海指使他人篡改了该镇党委会会议记录，并与他人
订立攻守同盟。之后，他急切想换一下工作环境，把已经
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像翻书一样翻过去。不久后，他如
愿以偿地调离五棵树镇，到洮南市任副市长，但恐惧如影
随形，一直高兴不起来。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2 月，他在
填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时，故意隐瞒了其实
际持有的房产，而且一有风吹草动便如惊弓之鸟。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行贪腐之举，必有事发时。”
这句写在李青海忏悔书中的话，是他对自己难逃党纪国
法惩处的预感。而这个预感在2018年2月26日这一天成
为了现实。李青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白城市纪委
监委审查调查。他在忏悔书中写道，“这是一个我人生悲
喜交加的日子。如果说悲的话，是因为我将自此失去自
由，离开温暖的家庭；如果说喜的话，是因为终于停止了
一切违法行为，放下了一直背负的心理包袱。” （中监）

吉林省洮南市政协原副主席李青海涉嫌贪污受贿2000余万元被移送司法

没项目“创造项目”也要贪

为他人在车牌号
办理方面谋利益
安徽省公安厅原副厅长赵强涉
嫌受贿被提起公诉

9月12日，安徽省公安厅原副厅长赵强（副厅级）
涉嫌受贿一案，经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由六安市
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
人赵强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赵强，听
取了辩护人的意见，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

六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4 年至 2018 年期
间，被告人赵强利用担任安徽省公安厅办公室主
任、交警总队总队长、副厅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
在项目申报、设备采购、车牌号办理、车辆销售等
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
大；被告人赵强还利用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
队长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
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
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安监）

受贿358万余元
安徽省亳州市科技局原局长李
锋一审获刑10年

9 月 11 日，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法院对市科技
局原局长李锋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法院以受贿罪
判处被告人李锋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 81 万元；
对被告人李锋的受贿所得赃款 184.6 万元依法予以
没收，其中扣押在案的赃款65万元由扣押单位依法
处置，其余119.6万元赃款继续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李锋先后担任亳州市委
办公室副主任、利辛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涡阳
县委副书记，在此期间，李锋在人事安排、工程建
设、资金拨付等方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李某某等人现金、购物
卡价值 109.6 万元；向汪某某等人索取现金、房屋
价值 248.6251 万元，其中索贿价值 133.6251 万元的
房屋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以上受贿款合
计 358.2251 万元。案发前，李锋已返还施某某 30
万元；案发后，李锋特定关系人刘某退缴于亳州市
监察委员会 65 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锋身为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利
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不正
当利益，多次索取或收受他人数额特别巨大的财
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李锋为他人职务晋升
提供帮助而受贿，又有多次索贿行为，属刑法第三
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依法应从重处罚。

李锋向汪某某索要价值 133.6251 万元的两套
房屋，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系犯罪未
遂，依法应当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李锋归案后
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
法院遂根据李锋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
的危害程度，作出如上判决。 （安监）

受贿为不符合条件
考生“开绿灯”
一张照片牵出北京东城区人事
考试中心腐败案

近日，北京市东城区纪委监委 150 余名党员干
部，旁听了该区人事考试中心原工作人员肖某某
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

肖某某一案要从一名考生申请修改报名信息
说起。去年 11 月，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考试的前
一天，一名考生在北京市人事考试中心发现准考
证上的照片不是本人，希望能尽快更改。

“报名用的照片都是由考生本人上传至系统，按
理说不应该弄错，这背后会不会有问题？”市人事考
试中心立即组织对考生报名情况进行核对。核对时
发现，在考试资格审核结束前的晚上，东城区人事考
试中心集中审核确认了1000余名考生的考试资格。

“这种情况不太正常。”北京市人事考试中心
一方面组织力量，在考试过程中密切关注这些考
生的动态，另一方面迅速与东城区人事考试中心
核对数据。在考试结束当晚，通过观察和数据核
对，市人事考试中心初步判断，在考试资格审核过
程中存在违规操作问题。

第二天一早，该问题线索迅速被报至东城区

纪委监委。区纪委监委当日成立专案组，连夜进

驻东城区人事考试中心固定证据、开展现场调查。

专案组初步确定负责保管、使用考试资格审
核密钥的副主任杜某某和工作人员刘某某当天没
有作案时间。在调查的高压之下，区人事考试中
心工作人员肖某某前往区纪委监委自首。据肖某
某交代，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9 月，肖某某接受张
某某和陈某某请托，收受贿赂款共计人民币 49 万
元，在 9 次国家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资格审核
期间，多次使用同事刘某某的密钥，确认 3800 余名
不符合报考条件考生的考试资格。

东城区纪委监委随后以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

罪对肖某某立案调查，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在专

案组的进一步努力下，肖某某供认同案犯北京某中

学教师李某某、北京市人事考试中心工作人员豈某

和涉嫌行贿者北京某培训中心市场营销部主管张

某某。随后，张某某又供认涉嫌行贿者北京某公司

经理陈某某。经履行相关程序后，区纪委监委对张

某某和陈某某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几名涉嫌犯罪人员被移送检察机关后不久，

检察机关就提起公诉，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进

行审理。此外，区人事考试中心有关负责人和工

作人员因未能正确履行职责，分别受到相应党纪

政务处分；区人力社保局主管领导也被书面诫勉，

并责令作出检查。 （中监）

吉林省洮南市政协原副主席李青海吉林省洮南市政协原副主席李青海

已被双开已被双开，，并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听到这些录音，我就知道自己
完了。”面对审查调查人员提取到的
自己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的证据，吉
林省洮南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李青海再也掩饰不住慌乱神色。
心存的最后一丝侥幸破灭后，他对自
己违纪违法问题供认不讳，成为又一
个倒在了贪腐路上、警醒他人的“鲜
活标本”。经查，李青海在任镇赉县
五棵树镇党委书记、镇长期间，非法
占有公款，涉嫌贪污犯罪；为他人谋
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贪 污 受 贿 金 额 高 达 2000 余 万 元 。
2018 年 6 月，李青海被开除党籍和公
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钱款被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剖析自己违纪违法的思想根源，
李 青 海 认 为 ，是 贪 欲 过 重 、漠 视 法
纪、心存侥幸毁了自己，害了家庭。

9 月 11 日晚，记者从湖南省纪委省监委获悉，郴州
市人防办党组书记、主任曾凡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
前正接受郴州市纪委市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简历显示，曾凡军历任郴州宜章麻田煤矿党总
支书记、矿长，宜章县新华乡党委书记，宜章县委常委，
安仁县委副书记，郴州市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郴州市
政府副秘书长等职务，2015 年 6 月起任郴州市人防办党
组书记、主任。

“冷衙门”两任主任先后落马

记者注意到，9 月 7 日，湖南省纪委省监委官网“三
湘风纪网”刚刚发过一则通报：郴州人防办原党组书记、
主任白广华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白广华已于
2015 年 6 月退休，接替他的就是曾凡军。

经查，白广华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
审查；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房产事项，篡改个
人档案资料；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单位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
益，涉嫌单位受贿犯罪；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
益，涉嫌受贿犯罪；以非法方法侵占公共财物，涉嫌贪污
犯罪；在工作中不正确履行职责，给公共财产造成较大
损失，涉嫌滥用职权犯罪。

通报还指出，白广华违反工作纪律，对市人防办组
织安排部分干部公款旅游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违规干预
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为他人承揽工程打招呼；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收受红包礼金，对市
人防办违规发放津补贴的行为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违规
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利，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
谋利；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对市人防办设立和使用“小金
库”的行为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人防易地建设费审批成腐败温床

“人防办”是个什么单位？在和平时期，“人防办”并
不为普通百姓熟知，算是个“冷衙门”。据《检察日报》报

道，人防办的总称是人民防空办公室。人防工程是战时
掩蔽人员、物资，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重要场所，
也是实施人民防空重要的物质基础。

根据相关规定，民用建筑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应当
修建防空地下室或按照相应规模向国家缴纳人防工程
易地建设费。国家对于人防工程的配套面积和抗力等
级等有着严格的规定。对人防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审批、
设计审查、施工监理、质量监督等是人防办的重要职责。

三湘风纪网一篇题为《人防办岂能不设“防”》的文
章曾写道，在被称为腐败“高发区”的房地产行业，除了
规划局、国土局等“主流”部门拥有大量审批权，“非主
流”的人防办实权也不小。

人防易地建设费审批征收减免和人防工程审批质
量监管这两大关键环节成了人防系统容易滋生腐败的
温床，比如少算面积、越权减免、越权批准缓交等，设计
不合格、质量不达标、未批先建、工程验收时睁一眼闭一
眼。最终导致腐败行为蔓延，一些人便在“冷衙门”“闷
声发大财”，滥用和寻租权力，中饱私囊、权钱交易，一
发不可收拾。

人防系统“生意经”

今年 6 月，《检察日报》曾报道，2004 年至 2010 年期
间，桂林市人防办原主任赖月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
请托人及其公司在人防设备采购、人防工程设计审批验
收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受贿 424 万余元。

到案后，赖月亮供述了人防系统的“生意经”：人防
部门也并非没有职权，很多人防设备公司、房地产开发
公司、投资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很多个体建房户都
愿意以金钱铺路，接近他这个“一把手”。

今年 5 月 22 日，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
庭审理赖月亮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一案。赖月亮当庭
表示认罪、悔罪。

此外，和白广华一样退休后被查的还有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人防办原党组书记、主任朱信义。据《中国纪检
监察报》报道，2013 年 6 月，61 岁的朱信义从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人防办党组书记、主任的位置上卸任。正当他准
备享受早已“规划”好的、安逸的退休生活时，一份离任
审计报告让他的“美梦”戛然而止。

2014 年 1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对朱信义严重
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5 月，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
批准，以贪污、受贿、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
馈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等错
误给予朱信义开除党籍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其涉嫌
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16 年 7 月，朱信
义被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

4年任期受贿200万引发窝案

2016 年 12 月，《中国纪检监察报》曾深度剖析了湖
南省张家界市人防办原党组书记、主任王作成的双面人
生：给送钱商人办事，他不遗余力。而对同僚下属，他骄
横跋扈。

2011 年 7 月至 2015 年 5 月，他在不足 4 年的市人防
办主任任期内，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违规批准不建人防
工程、减免或缓交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插手工程项目
承包等手段为他人谋利，从中收取好处高达 202 万元。

更恶劣的是，其他干部上行下效，导致引发社会广
为关注、影响极坏的窝案、串案。市纪委公布的查处结
果触目惊心：涉案金额 849.65 万元，6 名县处级干部、4 名
科级干部被立案审查，3 人被开除党籍，2 人被取消退休
待遇，2 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除上述人员外，根据官方权威通报，陕西省铜川市
人防办原党组书记、主任阴建盈，江西省高安市人防办
原主任况小斌，四川省达州市人防办原副主任蒋光友，
河南省洛阳市人防办原党组书记、主任蒋勤，四川省达
州市大竹县人防办原主任陈长斌，湖北省荆州市人防办
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岳，河南省安阳市人防办原党组
书记、主任曹启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防办原党组成
员、副主任臧小军，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原副厅长、党组成员、人防办原主任马占林等，均是在这
个“冷衙门”里落了马。 （澎湃）

湖南郴州市人防办两任主任先后落马

人防工程审批腐败“不设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