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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变始于担任常务副县长

1990 年，从云南省林业学校毕业后，杨
家伟被分配到昭通地区三江口林场工作，年
仅 22 岁便担任林场场长，31 岁通过公开选
拔，升任昭通市林业局副局长。

2006 年，杨家伟转任昭通市彝良县副县
长，兼任洛泽河矿冶加工基地工委书记。在
杨家伟的强力推动下，彝良县的矿产资源开
发秩序走向正轨，他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组
织认可，自此步入升迁的快车道，先后担任
该市彝良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威信县委
副书记、县长，44 岁转任威信县委书记。

杨 家 伟 的 蜕 变 始 于 担 任 彝 良 县 委 常
委、常务副县长后。杨家伟告诉记者，他至
今仍清晰记得自己第一次受贿时的情节。
2009 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他在办公室收
下了想承揽县城路灯改造项目的老板雄某
所送的一个档案袋，晚上回家打开一看，是
崭新的 3 万元现金。“3 万元钱在当时相当
于我半年的工资，刹那间，一种既忐忑惶
恐、又惊喜交加的感觉冲上大脑，一夜辗转
难眠。”杨家伟回忆说。次日，他打算退还
这笔钱，但当雄某搪塞说档案袋里只有资
料时，金钱的诱惑让他将递出档案袋的手
又缩了回来。

除再次收受雄某送给的 2 万元钱外，他

还为老板涂某某的房地产项目向有关部门
打招呼，先后收受涂某某 10 万元。

权力是什么？在杨家伟眼里，权力是为

个人及亲属谋取私利的工具，是发家致富的

“提款机”。

“我目无组织、目无法纪，归根到底是为

了我自己的私欲。我是一名小偷式的官员，

千方百计把党和人民赋予我的权力作为谋

利的工具。”落马后的杨家伟，追悔莫及。

受贿“三收三不收”

自认为“聪明绝顶”的杨家伟打起了自

己后台打招呼，让兄弟前台拿项目赚钱的

主意。

2012 年至 2013 年，杨家伟先后投入 80

万元与其三弟合伙做水泥生意，共获利 400

万元，杨家伟分得利润 100 万元；

2015 年下半年，杨家伟帮两个弟弟和表

哥罗某某承揽了威信县扎西大道项目，工程

造价 1.89 亿元。经初步计算，扎西大道项目

的建设利润约为 4000 万元，按约定，杨家伟

将获利 1000 万元左右；

2016 年，杨家伟帮其弟介绍的某公司顺

利中标威信县某项目，作为感谢，该公司安

排其弟承建昭通市镇雄县某学校 1600 万元

的场平工程。

……
10 余年间，杨家伟通过自己充当幕后老

板、兄弟前台收钱的方式，伙同二弟、三弟获

利数百万元。此外，他还精心研究“最安全”

的收钱方式，并且制定了“三收三不收”的收

钱“策略”——熟悉的人收，不熟悉的人不

收；工程领域收，干部任用不收；点上收，面

上不收，以期把风险降至最低。

“我的贪腐之路自 2009 年至 2018 年，长

达近 10 年时间，共收受贿赂 300 万元，违纪

金额上千万元，看到这个数字，我不寒而

栗。”杨家伟后悔万分。

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

“杨家伟的贪腐行为大多发生在十八大

后，是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违法的典

型。”云南省纪委监委有关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2018 年后，杨家伟的贪婪无度、无所顾忌

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2018 年年初，明知组织已对其有关问题

线索开始核查，杨家伟仍在春节前夕再次收

受了个体老板铁某某 5 万元。连同 2017 年

铁某某所送的 10 万元感谢费，杨家伟为这位

远房亲戚提供帮助后，共收受了 15 万元贿

赂。在他的思想里，已经丝毫没有党纪国法

这根弦。 （中纪）

云南大理公安系统“地震”还在继续。
4 月 16 日晚间，大理州纪委监委网站发

布消息：大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潘峰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

而 4 月 15 日，大理州纪委监委网站发布
了另一条涉及大理警界的反腐消息：大理市
公安局原副局长刘鸿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两天内两名曾在大理市公安局任职的
副局长落马，只是近期大理公安系统“地震”

的一波“余震”。
4 月 7 日，大理州纪检监察网连续公布

大理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杨建军，大
理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刑侦大队原
大队长严亚铭，以及大理市公安局刑事技术
大队副大队长兼法医中队中队长杨伟良落
马的消息，三人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
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而在更早之前的 3 月 29 日，大理州纪委
监委还曾发布消息：大理市公安局副局长杨
仁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
另外，大理市纪委监委网站还于今年 3

月 27 日、28 日还分别发布了大理市公安局
民警孙云兴、王平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公
职的消息。

经查，孙云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
廉洁纪律，收受礼品；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充当黑恶势力“保护
伞”，涉嫌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涉嫌受贿犯罪。

经查，王平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

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违反组织纪律，不如

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充当黑恶势力“保护

伞”，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

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就在大理警界“地震”“余震”不断，陆续

有官员落马之际，大理当地正在持续推进扫

黑除恶斗争，而上述被双开的民警孙云兴、

王平在通报中都提到了充当黑恶势力“保护

伞”的问题。

据云南当地媒体《春城晚报》此前报道，

今年 4 月 4 日，大理州召开了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新闻发布会。会议披露，开展专项斗争

以来，大理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22 件 22 人，

移送司法机关 3 件 3 人。 （澎湃）

退休后把部分
摄影器材带回家中

黑龙江一官员违纪受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我们想借这次机会开展一次固定资产清查，我这次来，

就是想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对资产清查进行监督。”3 月 28

日一上班，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于

波便来到市纪委监委驻市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组组长李立

新的办公室，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

李立新果断答应了该局党组的邀请。主动邀请纪检监

察组进行监督，缘于去年该局出现的一起违纪案。

宣传部长退休后 摄影器材跟着“退休”

“组长，这两天我听交通运输局的同事在议论，说以前陶

部长在的时候，交通运输局内设的宣传部‘长枪短炮’啥都

有，现在部长一退休，这些器材也都跟着‘退休’不见了。”

2017 年 12 月的一天，佳木斯市纪委驻市交通运输局纪检组

内部情况通报会上，纪检组干部小孙反映的一条信息引起了

大家注意。

佳木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得知这一信息后，指派了一名

党组成员负责此事，并找到已经退休回家的交通运输局宣传

部原部长陶英杰谈话，要求其对此情况作出说明。随后，陶

英杰返还了一部单反相机和镜头。

事情本该到此结束，但是几天后，市纪委信访室转来一

封举报信，信中直指陶英杰仍然占有单位多部摄影摄像器

材……

退还器材 被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市交通运输局宣传部主管领导和工作人员调整频繁，除

了陶英杰外，谁也说不清宣传部到底有多少“家底”。无奈之

下，纪检组决定直接向陶英杰了解情况。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2011 年局里还曾给宣传部配备

过一台索尼高清摄像机和专用长焦镜头，这些设备在哪儿？”

“那台高清摄像机已经换成掌中宝数码摄像机，交给执法部

门使用了；长焦镜头换成两台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交给前

任局长了。”陶英杰不假思索地回答。他的解释听上去合情

合理，可是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些器材的流转交接，

案件调查再次陷入僵局。

就在这期间，陶英杰竟主动来到纪检组，归还了索尼高

清摄像机，并称自己回家后进行了深入反思，已经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纪检组一方面向已调离的市交通运输局原主

要领导核实器材去向等情况；另一方面会同财务人员，找出
器材购置清单和资产登记底账，摸清底数。

2018 年 4 月，陶英杰在证据面前低下了头。他从事宣传

工作多年，热爱摄影，便在退休时，将部分摄影摄像器材带回

了家中。几天后，陶英杰将带回家中的所有摄影摄像器材退
还交通运输局。

2018 年 5 月，佳木斯市直属机关纪工委给予陶英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中纪）

杨家伟杨家伟（资料图）

云南大理警界反腐持续

2天2名公安领导落马

云南威信县委原书记杨家伟把权力当“提款机”

自定“三收三不收”受贿策略
“我在拼命干事当中，千方百计

地寻找机会，为自己、为亲属谋利，既
要当官又要发财，这是一条走向犯罪
的道路。”云南省威信县委原书记杨
家伟如今的醒悟和忏悔已然太迟。

2018 年 10 月 10 日，云南省纪委
监委报经省委批准，给予杨家伟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
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一名曾经年轻有为的县委书
记，何以走上了邪路？杨家伟一案
令人警醒。

▲

嫌疑人被抓获嫌疑人被抓获

被烧车辆被烧车辆

自称“雪浪山口组”，在树林间和私房内
开设赌场，还拿着鱼叉、红缨枪等利器进行

“水上阅兵”……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滨湖
分局摧毁一个涉黑涉恶团伙，抓获以顾某、
许某为首的团伙成员 22 名，近日，检察机关
对此案犯罪嫌疑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目
前，办案单位正会同相关部门对该案做进一
步深挖调查。

驾船拦截渔民船只

2018 年下半年，滨湖分局陆续接到群众
报警，称自家孩子参与赌博后写了借条，被
一伙人通过各种手段强行逼债，有的借条金

额已逾 10 万元。接报后，滨湖分局介入调查
发现，这些报警人的孩子年龄集中在 16 岁至
18 岁，逼债手法大致相同。

自 2018 年 9 月以来，一些常年在太湖水
域作业的渔民也向警方反映，有数十名文身
的社会青年手持鱼叉、红缨枪等利器，驾船
无故拦截附近渔民的船只，并欲强行垄断收
购渔民的水产品。

涉黑团伙浮出水面

获悉相关线索后，滨湖警方立即开展案
情串并分析，并进行实地走访。根据多位报
警人的现场描述，警方基本确定上述案件系

同一团伙所为，团伙成员多为本地人，平均
年龄在 20 岁左右。此后，滨湖警方迅速成立
专案组。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一伙自称

“雪浪山口组”的涉黑团伙浮出水面。
通过大量走访调查，专案组了解到这个

团伙先后在雪浪、南泉一带开设赌场，从中
抽头获利，还多次持砍刀等工具到公园、
KTV、地下车库等地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敲
诈勒索。

22名团伙成员落网

今年 2 月 28 日凌晨 1 时许，专案组抽
调刑侦、治安和派出所等部门 50 多名精干

警力，分成 6 个抓捕小组开展集中收网行
动。当日，抓捕组在滨湖雪浪及周边地区
抓获了以顾某、许某为首的涉案团伙成员
22 名。

今年 3 月底，滨湖警方提请无锡市滨湖

区人民检察院逮捕顾某等犯罪嫌疑人。另

有 4 名团伙成员因违法情节较轻，由警方分

别依法给予治安处罚。4 月 4 日，无锡市滨

湖区人民检察院对这起涉黑案件的犯罪嫌

疑人以开设赌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敲诈

勒索等罪名作出批捕决定。

目前，办案单位正会同相关部门对该案

做进一步深挖调查。 (法日)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 4
月 16 日举行新闻发布

会，通报“4·3”系列放火案有关
情况，4 月 9 日，当地警方抓获犯
罪嫌疑人于某(男，19 岁，祁县
人)，破获了 4 月 3 日至 9 日发生
在该市小店区、综改示范区、清
徐县和晋中市祁县的 10 余起放
火案。案件中有14辆车被烧毁，
初步估算涉案价值逾80万元。

“泄私愤”放火焚烧汽车

经查，犯罪嫌疑人于某从小被人收养，
但养父母疏于管教，导致其性格比较偏执。
其自称 18 岁来到太原从事保安工作，工作中
逐渐对开车的人产生厌恶心理，认为开车的
人对其保安身份不尊重，最终在长期的生活
压力和工作挫折中产生了用放火焚烧汽车
这种“泄私愤”的想法。

于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于某选择路
边无视频监控、无人看管的轿车，将路边捡
到的塑料袋或者扫把等易燃物品塞到汽车

前面的中网内，用打火机引燃放火。
4 月 3 日 21 时许，太原市小店区康宁街

与大运路交叉口附近一辆黑色桑塔纳起火，
当晚 23 时许，小店区榆东线与小牛线交叉口
附近一辆白色桑塔纳起火。经现场勘查，民

警初步认为系人为放火。
在办案民警开展案件调查的过程中，4

月 7 日晚，小店区多地又先后有 8 辆车起
火。民警经现场勘查和走访调查后，认定系
人为放火。

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迅速抽调刑事
侦查大队与小店责任区刑警队的精干警力
组成联合专案组展开案件侦办，组织巡警、
属地派出所配合开展巡逻、排查等工作。同
时，组织警力在案件高发位置布控守候、走
访调查。

专案组民警调阅了案发现场周边区域
所有的视频监控，但犯罪嫌疑人作案往往选
择在深夜视线较差的时段和地点，并刻意躲
避视频区域，且嫌疑人不使用通讯工具，也
未乘坐交通工具，案件侦查陷入僵局。

嫌疑人被警方抓获

就在专案组寻找突破口之际，4 月 9 日
21 时许，公安小店分局再次接到警情，在小
店 区 惠 远 西 街 西 口 再 次 发 生 车 辆 被 烧 案
件。案发时段、现场作案手法与之前案件如
出一辙。

专案组联合巡警、派出所警力迅速围
绕案发现场展开排查。一小时后，民警发
现案发现场附近的一名徒步男子，曾在之
前案发现场附近的视频监控中出现，随即
将其控制并进行盘查。面对民警的审查，
该男子谎称自己是一名保安，当时只是途
经现场。民警根据工作经验和已掌握的证
据，多次调整讯问思路和方式，从了解其个
人工作、生活情况入手，晓之以情动之以
理，犯罪嫌疑人终于交代了其因发泄不满
纵火烧车的犯罪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于某已被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中新)

4 月 15 日，湖北孝感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城东派出所接
到报警，辖区一出租房内疑似有人被害。接警后，民警快速
赶往现场，在报警人所说出租屋床底下发现一个蛇皮袋。民
警打开蛇皮袋发现袋子里装着一具女尸。根据现场情况，民
警断定该女子为他杀，以故意杀人案立案侦查。4 月 16 日早
上，犯罪嫌疑人迫于压力，主动到人民广场警务站投案自
首。至此，“4·15”命案成功侦破。

4 月 15 日，湖北孝感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城东派出所接
到报警，辖区一出租房内疑似有人被害。孝感市公安局高新
区分局高度重视。为快速侦破此案，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
制，分局刑警大队、城东派出所民警经调查，于当天下午确定
被害女子身份及犯罪嫌疑人身份，随后发布紧急协查通报，
开展全城抓捕行动。4 月 16 日早上，犯罪嫌疑人迫于压力，
主动到人民广场警务站投案自首。至此，“4·15”命案成功侦
破。警方确认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和被害人王某为夫妻关系。

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交代，他们夫妻两人经常因琐事争
吵，大约两个月前，李某某和王某因琐事再次发生争吵，李某
某掐住王某脖子导致其死亡。事后，李某某担心被人发现，
从网上和超市买来蛇皮袋、真空袋及塑料袋等工具，将王某
的尸体装进去并藏在床底下。

杀人后，李某某时刻担心事情败露，为掩饰自己的罪行，
他偶尔回一下出租屋后就马上离开。李某某还告诉他人，妻
子王某去外地上班不在家，以免有人怀疑。不料，事隔两个
月后，有人向警方报案。他迫于压力，主动到人民广场警务
站投案自首。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中新)

湖北一男子因生活琐事掐死妻子

藏尸出租屋床底2个月
迫于压力投案自首

开赌场敲诈勒索聚众斗殴
组织赌局诈骗未成年人，一涉黑恶团伙被江苏警方摧毁

多次作案放火烧毁14辆车
山西一男子因厌恶开车的人放火烧车被刑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