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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林邦黄林邦（资料图）

曾经的有志青年

黄林邦的家乡位于赣州市崇义县，是一个夹杂在崇
山峻岭间的小村庄。家中兄弟姐妹众多，经济困难。

为改变现状，黄林邦通过自学成为一名赤脚医生。
1974 年，17 岁的赤脚医生黄林邦，在乡亲们的推荐下，
成为江西赣南医学专科学校（现赣南医学院）的一名工
农兵大学生。那时的他，立志当一名好医生，治病救
人。1977 年，因成绩优异，黄林邦留校任教。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赣南部分地区麻风病猖獗。为
此，黄林邦专门提交了相关研究课题，对麻风病进行科
研攻关。

公开简历显示，黄林邦在学术方面的贡献是提出了
“自由基代谢紊乱与麻风病关系”的假说，证实了“体内
自由基含量升高与应激性损伤的关系”。由于教学和科
研成绩突出，1992 年，他被评为江西省医药卫生科技先
进工作者、江西省普通高校骨干教师。

在原赣南医专，黄林邦结识了从江西医学院毕业的
曾祥云，她在原赣南医专附属医院当眼科医生。曾祥云
来自兴国县，是当地一位老干部的女儿。

家境的差距并没有成为两个年轻人之间的阻碍。
两人结为夫妻后，共同求知进步。至今仍可以查询到他
们共同署名、于 1984 年在《赣南医专学报》上发表的关
于“睡眠窒息综合征”的研究文章。

黄林邦夫妻二人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公开的简历显示，曾祥云从事临床医疗、教学及
科研工作 30 多年，被江西省教育厅授予“江西省教学名
师”“江西省模范教师”“医德医风先进个人”等各种荣誉
称号。

被腐蚀的“初心”

“留校后，黄林邦立志做一名好老师，教书育人；也
想当一名好医生，治病救人。”办案人员说，随着职务的
提升，黄林邦渐渐淡化了理想信念，放弃了人生追求。

“当时心情非常复杂，既惊又慌，也有喜。但我还是
暗暗警告自己，再也不干这种事了。”黄林邦在忏悔书中
如此描述第一次收受别人的好处。

“一开始我认为与商人的交往是礼尚往来，但慢慢地
超出了礼尚往来的范畴，也就默认了。最终缺乏抵御这
种病毒的免疫力。”在忏悔书中，黄林邦这样剖析自己。

曾经的有志青年消失了。
黄林邦及其家人热衷于“圈子文化”，致使一所教书

育人、治病救人的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院充斥老乡、师
生等关系组成的“小圈子”。

因为其妻曾祥云是江西赣州市兴国县人，据统计，
至案发时，赣南医学院及其第一附属医院有兴国籍干部

200 余名，其中 180 余人是在黄林邦担任党政主要领导
后调入，100 余人得到提拔和重用。

办案人员介绍，黄林邦违反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
收受多名干部财物，其中相当一部分财物是通过他的妻
子曾祥云之手转交给黄林邦。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我的这些行为
破坏了单位政治生态，形成了任人唯亲的人身依附关
系。是我让单位的风气变坏、人心搞乱、事业搞砸，正
气树不起来，歪风邪气盛行。我不但自己变质变坏了，
还影响到周围的人，我是赣南医学院的罪人啊！”黄林
邦悔不当初。

2017 年 5 月，距丈夫落马不到 1 个月后，曾祥云也因
涉嫌严重违纪，被纪检部门调查。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份落款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2 日的刑事裁定书显示，曾祥云于 2018 年 11 月 21 因受
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宣判后，曾祥云不服，提出
上诉。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曾祥云申请撤回上诉。

从共同求知到合伙腐败，黄林邦夫妻二人逐渐把一
所教书育人、治病救人的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院营造成
了“家族腐败圈”。

家族式贪腐

赣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几乎成了黄林邦亲属的
私家花园，“只要找黄林邦亲属就能办成事”已是公开的
秘密。

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黄林邦全面插手赣南医学院及

其附属医院的人事安排、工程项目和药品、耗材、器械等

采购。

在黄林邦个人收受的 2474 万余元贿赂中，有着小姨

子曾某琳“大方的贡献”，其长期以多家医药公司的名义

经营药品、医疗耗材配送及销售业务。

有了黄林邦这棵“大树”，曾某琳的事业青云直上。

2006 年以来，曾某琳通过曾祥云多次向时任赣南医学院

院长的黄林邦提出请托，希望拓展其在赣南一附院的药

品配送及销售业务。

为了感谢姐夫两口子关照和帮助，2008 年至 2016

年，曾某琳分 30 余次送给黄林邦和曾祥云 1225 万元，这
些钱均由曾祥云经手收受。为了应付调查，曾某琳和曾
祥云还专门签订了两份假的医药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除了小姨子曾某琳，黄林邦的两个妻弟也都纷纷利
用黄林邦的影响力敛财，并多次向黄林邦表达“谢意”，
不断向其输送利益，“家庭生活逐利化”“亲情物质化”，
家风彻底败坏。

敛财的同时，一些亲属还仗其“权势”，扰乱医院正
常秩序，造成恶劣影响。曾某琳在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办理业务时，对一些科室主任、院领导颐指气使，稍

有不满便恶言相向，甚至破口大骂，说“连你的位置都是
我姐夫给的，怎么连这点事都办不了？”

黄林邦大搞“家族式腐败”，败坏了政治生态，上行
下效引发赣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系统性腐败。经
查，赣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数名班子成员长期收受
企业老板财物，10 余名干部为职务上的调整以及提
拔，向黄林邦送钱送物，多名干部和医生收受医药代表
回扣。

办案人员介绍，一些质量好、价格低的产品很难进
入赣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关系户的高价产品却大行
其道，部分设备采购价甚至比市场价高出数百万元至上
千万元人民币。以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采购的核
磁共振仪和 CT 机为例，原本市场价格合计 490 万美元
左右，医院采购价是 698 万美元，差价高达 208 万美元。
虚高成本最终转嫁给患者。

家族式贪腐因其封闭性、隐蔽性、凝聚性而更具破
坏力，黄林邦一案贪腐数目惊人。据此前查明，黄林邦
和他的妻子、妻妹、妻弟、儿子等 10 名亲属存在违纪违
法问题，涉嫌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虚开发票罪、串通
投标罪等 6 个罪名，涉案金额数亿元。

败坏的家风

“兄弟姐妹来找我‘帮忙’，我不好意思推托，如果他

们的日子过得好，我就不用在经济上支持他们，就不会

拖累我们。”黄林邦在忏悔书中如此写道。

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

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层多次强调家风，说的是

“小家”，着眼的是“大家”。

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均对

领导干部的家风问题提出了要求，将家风建设提到制度

高度。

家风坏，腐败现。对居于领导岗位、握有权力的官

员来说，败坏的家风，更往往成为牵引其自身及亲属走

向牢狱的绳索。

纵观已查处的大案要案，很多腐败分子的违纪违法
行为中，往往有“家族腐败”因素。贪腐父子兵、收钱夫
妻档等屡见不鲜，“合家欢”变成“全家腐”，把分管领域
变成“私人领地”。

黄林邦的人生就是“家风败坏”走上歧路的真实
案例。

2018 年年底，黄林邦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在此案件中，黄林邦和其妻妹、妻弟、儿子等 10 名
亲属均存在违纪违法问题，致使赣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
院发生严重系统性腐败。 （瞭望）

河南省纪委监委近日消息：河南省司法厅党委委
员、副厅长黄真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
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大修道路，拆迁卖地

黄真伟出生于 1968 年 2 月，河南商城人，本科学
历。1989 年参加工作后，曾在老家商城县观庙高中任
教，之后进入共青团系统，曾任武桥乡团委书记，信阳市
（县级）团委书记等职。

1998 年 6 月 9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信阳地区、县级信
阳市、信阳县，设立地级信阳市。此后，黄真伟曾任信阳
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信阳市下辖的淮滨县县委常
委、组织部长，信阳团市委书记。2007 年，黄真伟调任信
阳市鸡公山管理区管委会主任。4 年后，调任项城市委
副书记、市长，此后在项城工作了 5 年，并从 2012 年起担
任项城市委书记。

2016 年 6 月，黄真伟离开项城，任现职，直到此番被
宣布调查。上述履历表明，项城是黄真伟仕途履历中重
要的一站，他曾主政项城 5 年，先后担任市长、市委书
记。记者注意到，黄真伟由项城市长转任项城市委书记
不久，网上出现一举报帖，指称黄真伟从代市长到市委
书记，“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城市建设，大修道路，拆迁卖
地，招商引资”。

2014 年 12 月 31 日，项城市召开党风廉政建设警示
教育大会。黄真伟在会上讲话时谈道，“严厉查处告假
状、告黑状、发黑帖的人和事，公开曝光，严肃处理；查处
不力的，要追究宣传部、纪委、检察院、公安局的责任，为
干事创业者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可没过多久，网上又出现一个题为《项城市委书记
黄真伟“权色交易”腐败内幕惊人》的网帖，快速传播。
发帖人指称黄真伟被当地百姓称为“茅台黄”“戴表书
记”，因为他爱喝茅台酒，戴不同款式的手表。帖中还提
到，黄真伟招商引资引进的一个某地产商集团，在五证
不全的情况下“卖图纸圈钱”，项城不少百姓买了房，黄
真伟则与该地产商过从甚密。

对于上述举报内容，项城市政府官网 2015 年 7 月 10
日发布的一则消息证实，帖中所指的某地产商，因一起
非法集资案导致资金链断裂、楼盘工程停滞。2018 年 6
月 12 日，一网友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上留言说，该
地产商引发的问题仍未解决，楼盘仍然停滞。项城市委
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上回应提问时表示，将采取拍
卖等方法解决问题。

曾强力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来自河南《周口日报》、项城市政府官网的报道显
示，主政项城期间，黄真伟曾强力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

设，提出“高标准是最大节约，低标准是最大浪费”；要求
四大班子领导要与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进行“捆绑”，拿

出三分之一时间用于“自转”，干好本职工作，其他时间

用于“公转”，承办项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据媒体发自 2013 年 12 月的报道，虽然最高法早已

要求法院不能招商，可是项城法院参与了一个 3 亿元的

招商项目，项城法院相关负责人称，此系项城市委市政

府下达的招商任务。

此外，2013 年，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还曾举债 3 亿

迁建豪华新址，引来不少质疑。因为卫计委已多次下

文，严禁公立医院举债建设。据报道，项城市第一人民

医院此举与黄真伟有关。

2012 年 8 月 8 日，时任项城市市长黄真伟到项城
市第一人民医院视察指导工作时要求：要加快城南
新区市一院新址建设。工程建设要高标准、高质量，
设备要上国际一流的，到周口、郑州能看的病，我们
也能看。市一院新址建设有很多优势，包括国家的
支持和医疗保障，群众对医疗健康要求的提高，四通
八达的交通和众多的人口等，要抓住这些有利条件，
要有赶超大医院的气魄，把市一院新址建成现代化

的一流医院。

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名职工说，“其实这都是市

领导的拍脑袋行为，医院领导必须忍气吞声地无条件
服从。” （新京）

重庆市万州区委原副书记洪承
义曾买官卖官

让女儿认商人当“干爹”
近日，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公布的一份

“邓某某受贿罪、行贿罪案”起诉书，披露重庆市万
州区委原副书记洪承义曾买官卖官。

据起诉书指控：邓某某曾任重庆市万州城市建
设综合开发公司副经理、经理，重庆市万州三峡平湖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7 年 3 月至 11 月期间，邓某
某为谋取职务上的提拔、调整，分 2 次给洪某某（另

案处理）行贿 7 万元。第一次是在 2017 年万州区机
关换届调整中，“邓某某为得到时任万州区委组织部
部长洪某某的关照、帮助，谋求到理想的职位，于2017
年3月在送给洪某某5万元”。第二次是在2017年11
月，“邓某某获知万州区委将启动国资国企改革，被告
人邓某某为得到时任万州区委副书记洪某某的关照，
谋求到理想职位，送给洪某某2万元”。

起诉书没有透露邓某某行贿对象洪某某的姓
名。公开信息显示，邓某某上述两次行贿行为发生
时，重庆落马厅官洪承义分别担任重庆市万州区委组
织部部长、重庆市万州区委副书记。洪承义曾在四川
省秀山县、四川省黔江地委（现重庆市黔江开发区）

等单位工作。1999 年，进入重庆市委组织部任职，
2001 年调任万州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7 年 7 月
转任万州区委副书记。2018 年 5 月，洪承义被查，
2018年9月被提起公诉，检方指控：2012年至2018年
期间，被告人洪承义利用担任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组
织部部长、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在环保执法、工作调动、职务调整等事项上
谋取利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数额巨大。

去年 10 月 14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
《干亲圈、微信圈、老乡圈、品酒圈……热衷搞“小圈
子”，总有一天会出事》一文，其中将洪承义作为“干
亲圈”的典型案例。文章称，洪承义热衷“圈子”文
化，他与天圣制药董事长刘群“打干亲”，让女儿认
刘群为“干爹”，心安理得接受“干爹”的好处：刘群
经常陪“干女儿”及洪的老婆到商场购买高档商品，
在“干女儿”出国旅游时，直接给信用卡任其挥霍。

“在关系到位后，洪承义无原则、无底线为刘群
抬轿子、吹喇叭、站台撑腰，刘群则打着‘干亲’的旗
号，利用洪承义的职权便利，干预组织人事，将生产
的药品打入万州部分公立医院，实现自己的利益诉
求。”文章称。 （北青）

琼海市房管局“90 后”工作人
员陈霄疯狂敛财

收受150个微信红包
近日，琼海市纪委监委通报了琼海市房管局工

作人员陈霄收受微信红包、微信转账问题。
陈霄是“90 后”合同制聘用人员，在琼海市房管

局工作期间，负责为房产买卖客户开具“无房证明”
和“满五唯一证明”等房产税收减免证明材料。由于
没有规范的报批手续，从窗口受理审核、出具证明材
料再到证明留底存档全过程都缺乏监管，使得陈霄
在“出具房产税收减免证明”这项工作中拥有近乎绝
对权力。一些房地产中介公司老板为了缩短业务办
理时间，盯上了陈霄手中的“权力”，通过发微信红
包、转账的方式，请陈霄加快办理证明过程。

陈霄从刚开始接受房产中介客户经理一两百
元的微信红包，到后来胆子越来越大：不管是微信
转账、银行转账还是直接给现金，他都敢接；不管是
化整为零分批送、还是一次性送一两万元，他都来
者不拒。收到的红包礼金和受贿款，陈霄一部分用
于衣物服饰生活用品等的消费，另外一部分用于网
络游戏。据统计，3 年的时间里，陈霄通过各种方式
收受他人财物 29.35 万元，其中仅收受管理服务对
象微信红包、微信转账就多达 150 余次。

陈霄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公务员，但他
属于监察对象，在监察法管辖范围。2018 年 6 月，
琼海市监委对陈霄采取留置措施。其后，陈霄违法
所得被追缴，涉嫌受贿问题移送检察院提起公诉，
市房管局解除与陈霄的劳动合同。2018 年 10 月，
陈霄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期 4 年执行，并处
罚金 20 万元。 （中监）

收受烟酒卡16万多元
占受贿总额三分之一
安徽桐城国土局原局长周代智
犯受贿罪获刑

近日，由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的安徽省桐城市国土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周

代智受贿案，历经两次开庭审理，一审法院以被告

人周代智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犯罪所得 52 万余元依法追缴。

在认定的 18 起受贿事实中，周代智收受了 13

人次送的烟酒卡近 30 张，金额超 16 万元，接近受贿

总额的三分之一。其中，某市政公司负责人殷某，

在陪同周代智之子治病期间，不仅给付医疗费和生
活费，还在 2012 至 2014 年春节期间，以看望其子名
义给予钱款、烟酒卡共计 6 万元。某建设公司张某
为获得周代智在该公司建筑项目和办公楼建设项
目上的帮助，2014 年给予周代智现金 8000 元，2015
年给予其 1 万元烟酒卡。自 2009 年至 2014 年每年
春节期间，都到周代智办公室送去 4000 元烟酒卡。
安徽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人夏某在维持与周代
智“关照”关系中，不仅送其现金还送其烟酒卡。

周代智收取的两笔金额较大的钱款分别来自某
包装公司负责人吴某和潘某。

吴某想把公司土地性质由工业用地变为商业用
地，遇到“补交清土地出让金才能实现变更土地性
质”的优惠政策即将到期的情况。为能够享受政策，
尽快办土地证，吴某找到周代智帮忙。为表示感谢，
吴某送给周代智价值 14 万余元的 100 克金条 4 根。

桐城某大酒店有限公司负责人潘某为感谢周代
智在其项目建设用地上的关照，在 2010 年一天的下
班途中送给周代智10万元。 （检察）

河南司法厅副厅长黄真伟落马

曾称要严查告假状的人

江西赣南医学院原党委书记黄林邦搞“家族式腐败”

妻子上百名老乡调入重用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
报，近期落马的“老虎”山西省人
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张
茂才，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
长，中国海警局原局长孟宏伟走
上违法违纪的歧路，皆与“家风不
正”有关。

随着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
少数干部“家族式腐败”日益浮出
水面。更有甚者“全家总动员”，
形成了权钱交易的利益圈。江西
赣南医学院原党委书记黄林邦就
是其中一员。他一路从赤脚医生
成长为一名正厅级干部，最终沦
为“贪腐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