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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 日上午，山东菏泽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公开宣判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党
组书记、院长吴声受贿案。对被告人吴声以
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10 万元；查封、扣押赃款赃物及孳息依法没
收，上缴国库。吴声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
决，不上诉。

法院审理查明：1994 年 4 月至 2019 年 2
月，被告人吴声利用担任原聊城地区中级人
民法院技术室主任、司法技术处处长，聊城
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主任、党组成员、党
组副书记、副院长，原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
的便利条件，直接或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
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单位或个人在案件诉
讼、协调贷款、就业安排等方面提供帮助，非

法 收 受 他 人 财 物 共 计 折 合 人 民 币
1139.089396 万元。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
告人吴声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利用其职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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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
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
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鉴于其到案后如实供
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
的绝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
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
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法院遂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监督员、媒
体记者和社会各界群众共计 40 余人旁听了
宣判。

近日，广西纪检监察网公布柳州市工人
医院原党委委员、原医学检验科主任戴盛明
违纪违法案例。

2019年5月10日，柳州市工人医院原党委
委员、原医学检验科主任戴盛明因被控受贿
968万元，在柳州鱼峰区人民法院出庭受审。

戴盛明曾是医界“明星”，头顶无数光
环：名牌大学博士学历，主任技师，博士研究
生导师……

随着庭审的深入，一个“错把公权当私
权、错把公利当私利”的医界“蛀虫”犯罪事
实无所遁形，教训可谓发人深省。

金钱诱惑，心存侥幸

早在 2005 年，南宁某医疗设备公司已经
是工人医院的医疗器械供应商。平日里，该
公司总经理叶某有事没事经常到戴盛明办
公室喝茶聊天，一来二往，两人逐渐熟络。
2009 年春节前一天中午 12 点半左右，叶某来
到戴盛明办公室，借介绍这几年公司和医院

的业务发展情况之机，见四周无人，便将装
有 10 万元现金的浅绿色食品袋放进戴盛明
桌子里，然后快速离开办公室。初尝甜头的
戴盛明心花怒放，如“醍醐灌顶”般悟出了

“真谛”，也由此打开了他贪欲的闸门。
之后，叶某为了公司能在竞争中持续给

医院提供医疗产品，取得最大利益，极力寻
求戴盛明的“支持”和“关照”，想方设法与
戴盛明形成稳定的“细水长流”式的利益合
作关系，先后 19 次共计送给戴盛明 670 万
元。因为叶某常年不断“进贡”，在 2009 年至
2018 年期间，戴盛明在医院产品采购中对叶
某照顾有加，长期为叶某和他的公司谋取利
益提供便利。

权力独大，监管缺失

任职期间，戴盛明对检验科的人、财、物全
面负责，尤其对检验科用的设备、试剂、耗材等
新产品的进入、推行、使用具有关键的话语权
和决策权。据戴盛明交代，对科室所使用的一

切医疗器械产品均由他本人提出申请和审批

把关，最具发言权，他是第一认可人、申请人、

把关人。戴盛明的权力之大，可见一斑。

累计给戴盛明送钱超过 100 万元的还有

医药公司代表梁某和李某。其中，梁某先后

共计送了 102 万元；李某先后共计送了 140 万

元。为了搞好关系，李某每年会主动上门联

系戴盛明，向其推荐产品。2017 年 6 月的一

天，正值中午下班，李某来到戴盛明办公室，

再次向戴盛明介绍 HOB 产品及血液流水线

（迈瑞产品）。戴盛明推说 HOB 一定要走医

院流程，缺一不可，加上目前总院建筑陈旧，

不能再放设备，血液流水线要到 2018—2019

年才能考虑是否重新采购。李某随即又建

议产品能否放到骨科医院，戴盛明表示骨科

医院已有设备不能重复购买。几番建议均
遭拒绝后，李某见四下无人，立马塞给戴盛
明一个袋子，便匆忙离开。戴盛明回家打开
袋子，里面共有 11 万元人民币，百元面值，一
万一扎。面对金钱诱惑，“心魔”驱使，在戴

盛明的“帮助”下，李某所在的医疗公司与工
人医院的业务量从开始 2010 年的 100 万元左
右逐年扩展到现在的 500 万元左右。手握重
权的戴盛明，在医院监管机制存在严重漏洞
的情况下，一次次利益得逞，一步步放开胆
量，跌入腐败深渊。

信念塌方，积重难返

金钱诱惑的面前，戴盛明也曾有过十分
激烈的思想斗争，也曾想过党纪国法的严
惩，也曾受过道德良知的谴责，然而，在权衡
利弊得失的面前，最终戴盛明还是心存侥
幸，以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小洞不
补，大洞受苦”，从此戴盛明走上了一条不归
路，甚至于党的十九大后仍然顶风违纪收受
贿赂，将自己推向违法犯罪的深渊。2009 年
至今，戴盛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共为相关 5 家医药公司谋取利益。
根据调查，戴盛明将大部分回扣款都放到股
市，以及他的妹妹和妹夫名下证券，还有一
部分用于个人及家庭开支。

因涉嫌违纪违法，戴盛明于去年 6 月 21
日被柳州市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次日，
戴盛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违纪问题，并陆续
交 代 了 纪 检 监 察 部 门 尚 未 掌 握 的 犯 罪 事
实。随后，退还赃款 968 万元。同年 9 月 20
日，戴盛明被依法逮捕。 （南早）

以出售奇石为名受贿
广西来宾一局长当庭认罪悔罪
广西来宾市兴宾区法院近日公开开庭审理来宾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杨友良涉嫌受贿一案。杨被指控涉
嫌受贿共计 58 万元，其中以出售奇石为名，收受下属部门负
责人行贿财物 25 万元。杨友良爱好奇石，因此开了家奇石
店，下属正是以购买奇石为名隐蔽行贿。

11 月 29 日，记者从兴宾区法院公布的庭审内容了解到，
根据公诉机关兴宾区检察院的指控：2009 年初至 2017 年 10
月，被告人杨友良在担任来宾市建规委办公室主任、水投公
司副总经理、市招投标管理局副局长、市安监局局长期间，涉
嫌受贿共计 58 万元。其中，杨友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工
程老板王某、高某介绍工程项目，收受王某、高某送予的好处
费 18 万元。以借为名向与其存在工作监管关系的老板唐
某、韦某索取财物 15 万元。

杨友良在来宾开了一家奇石店。在担任市安监局局长期
间，他以出售奇石为名收受其监管下属部门——来宾市安全生
产协会、来宾市安全生产培训中心负责人闭某的财物25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杨友良作为国家机关公职人员，
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财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
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庭审中，杨友良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结束后，法
官宣布将择期宣判。 （南早）

员工内外勾结利益输送
茅台电商系列酒原负责人涉嫌

受贿被逮捕
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茅台电

商公司”)原系列酒事业部负责人王静涉嫌受贿罪，近日，
铜仁市德江县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王静决定
逮捕。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茅台集团共有 7 名高管因“受
贿罪”被捕。其中，来自茅台电商公司的共 3 人。在王静被
逮捕之前，茅台电商公司原董事长兼法人聂永、副董事长兼
总经理肖华伟相继被捕。

5 月 25 日，茅台电商公司原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聂
永涉嫌受贿罪，被逮捕。8 月 30 日，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人
民检察院决定以涉嫌受贿罪向法院对其提起公诉。10 月，茅
台电商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肖华伟涉嫌受贿一案，由贵
州省铜仁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18 年 11 月 19 日，茅台电商公司曾召开干部员工大会，
直接指出，“长期以来，电商公司存在违纪违规甚至违法问
题，员工内外勾结、利益输送、以权谋私、关联交易、泄露商业
信息等问题普遍大量存在。”会上，茅台集团在撤销聂永电商
公司董事长职务的同时宣布“凡是违反中央规定、违反相关
要求，一律严肃查处，严惩不贷。” （中新）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现场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现场

在案件诉讼等方面捞钱逾千万
山东滨州中院原院长吴声一审获刑11年

医疗产品采购中捞钱968万
广西一名医界“明星”走上错位人生，错把公权当私权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记者熊丰）10
月下旬，中央第 11 至 21 督导组进驻浙江、天
津、吉林、安徽、江西等 2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分两批开展督导“回头看”。中
央扫黑除恶第二、三轮督导“回头看”汇报会
29 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扫黑办负责人指出，
中央督导“回头看”进一步扩大了战果、深挖
了病根、强化了防错、压实了责任、提振了民
心，杀了一个有力的“回马枪”，确保了专项
斗争健康深入开展。

大案攻坚
一批难啃之案、蛰伏之徒被攻克

在督导及“回头看”推动下，一些社会强
烈关注的大要案件水落石出，一些欺压百姓
的黑恶势力落网归案，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
益的实际问题逐步解决，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青海“日月山埋尸案”已破获，受害人尸
骸已经起获，青海西宁马成涉黑组织 2002 年
绑架杀害马生珍并埋尸于 109 国道日月山附
近，中央第 18 督导组督促该案告破，抓获犯
罪嫌疑人 61 名；黑龙江呼兰于、杨、王、董“四
大家族”长期垄断当地供暖和房地产等多个
领域，涉案资产近 200 亿元，中央第 14 督导
组四下呼兰，推动打掉包括区委书记、区长
在内的 14 名“保护伞”，“回头看”期间又查处
16 名公职人员；海南省一举打掉盘踞昌江 30
多年的黄鸿发家族特大涉黑组织，抓获犯罪
嫌疑人 267 人，破获刑事案件 98 起，查扣涉
案资产 28 亿元，立案查处东方市原市长邓
敏，万宁市委原常委、公安局长麦宏章等在

内的 96 人。
经过中央督导“回头看”，各地不断掀起

新的凌厉攻势，各项指标较督导均有大幅度
提升，查处涉黑涉恶案件、“保护伞”及涉案
资产数倍增长。许多前期“零战果”市县“破
零”，迎头赶上，有的还跨入了先进行列。

云南组织开展“奋战 80 天攻坚大要案”
专项行动；江西开展五轮“赣鄱霹雳”集群
战役，刑拘犯罪嫌疑人 11376 人；湖南破获
了一批社会广泛关注的历史积案和重大案
件，如新晃“操场埋尸案”、夏顺安“私人湖
泊案”等。

全国扫黑办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要再攻
克一批“难啃之案”，把中央领导批示、中央
督导组督办、全国扫黑办挂牌、群众反映强
烈的案件查深查透，千方百计把 4713 名在逃
人员追捕归案，确保“一网打尽、除恶务尽”。

深挖彻查
“打伞破网”“打财断血”取新成效

“回头看”期间，中央督导组督促各地对
涉黑涉恶案件进行再次核查、逐案过筛，确保
没见底不罢休。贵州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
和保护伞等问题 896 起、查处 1050 人；北京立
案 293 起，党纪政务处分 132 人，移送司法机
关 45 人；天津立案 266 起，涉及党员干部和公
职人员522人；广西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问题比督导前新增908起591人。

“回头看”期间，中央督导组督促各地加
大“打财断血”力度，政法机关联合税务、金
融等部门对涉案财产进行全面清查，彻底摧

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浙江查扣涉案资产
94.91 亿元，上海查扣 14.73 亿元，江苏查扣
135.3 亿元，甘肃自督导以来新查扣涉黑涉恶
案件资产 14.5 亿元，增加 40%。

各地还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对黄赌毒和黑恶势力听之任之、
失职失责甚至包庇纵容、充当“保护伞”问题
进行专项整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为
期三个月的集中整治黄赌毒行动，打击新型
毒品违法犯罪、跨境网络赌博犯罪；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深入开展全域大排查，责令停业
整顿经营性娱乐场所 1036 家，查获吸毒人员
3025 人；湖南深入开展整治黄赌毒专项行
动，共立案涉黄赌案件 1390 起，刑拘 3305 人，
娱乐场所黄赌毒问题得到根本性改观；吉林
结合主题教育，深挖彻查黄赌毒和黑恶势力

“幕后老板”和“黑后台”，清除了一批害群之
马，整肃了政法干警队伍。西藏对中央督导
组提出的 65 个具体问题均已落实整改措施，
整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对于深化深挖彻查工作，全国扫黑办要
求，要围绕挂牌督办的案件、已经查否但举报
反映仍不断的线索、关键案犯在逃导致迟迟没
有进展的案件、积年命案等开展深挖彻查，彻
查各种“官伞”“警伞”“庸伞”。对实名举报案
件线索，要当面回复，让群众有信心有希望。

长效常治
综合治理展现新作为

“回头看”过程中，督导组推动地方党委
政府履行主体责任，突出“以案示警、以案为

戒、以案促改”，推动落实领导责任、部门责

任、岗位责任，拿出有效措施，对相关治安乱

点、重点行业领域进行专项整治，同时探索

形成长效机制。

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中央督导组推动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房地产领域开展四个“百

日行动”，近 30 万户群众“办证难”问题有望

年内基本解决；在打击“套路贷”等新型犯罪

问题上，上海深入开展为期一年半的新一轮

打击惩治“套路贷”专项行动，摧毁犯罪团伙

309 个；在生态环保领域，内蒙古包头市全面

推进大青山南坡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实

现工矿企业全部退出；安徽开展重点难点课

题研究，探索把握黑恶问题发生演变规律；

宁夏坚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促进宗教领

域突出问题整改有效衔接，以专项斗争助力

宗教领域突出问题整改。

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中央督导组持

续推动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黑恶势力

在农村渗透蔓延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更加坚强有力。

全国扫黑办要求，下一步要推动行业主

管部门落实监管责任，解决好职责交叉、多

头管理等问题，共同对行业乱象进行大排

查、大整治。同时，推动刑事司法和行政执

法有效衔接，强化“三书一函”的跟踪问效，

确保整改到位。

据了解，全国扫黑办将派出特派督导专

员，精准督导专项斗争中的“堵点”“痛点”

“难点”问题，还将推动各地交叉督导，最大

限度发挥督导“利剑”作用。

利用职权干预司法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原党组书记、

检察长杨克勤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对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杨克
勤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杨克勤背弃初心使命，丧失纪法底线，以权谋私，以
案谋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私营企业主宴请，
超标准装修周转房，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
定，卖官鬻爵，破坏地方检察系统政治生态；知纪违纪，执法犯
法，在企业经营、解决诉讼纠纷、职务调整晋升等方面为他人
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力干预司
法，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形象和公信力；道德失守，家风败坏。

杨克勤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
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
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杨
克勤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
其吉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
案移送。

大搞权色钱色交易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呼

和浩特市委原书记云光中被“双开”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呼和浩特市委
原书记云光中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云光中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
所，收受礼金；大肆收钱敛财，大搞权色、钱色交易，在企业经
营活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
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严重破坏当地政治生态和市场经
济秩序；生活腐化堕落，家风败坏，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
予云光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杀了一个有力的“回马枪”
——从第二、三轮督导“回头看”看扫黑除恶新战果

新 华 社 北 京 12 月 1 日 电（记 者 熊 丰）
“哪里有难啃的黑恶犯罪‘硬骨头’，就派督
导专员到哪里去督办。”全国扫黑办特派督
导专员培训班 30 日在京举行，全国扫黑办负
责人说，目前，中央扫黑除恶三轮督导已顺
利结束，成效之好超过预期。创新督导方

式，探索建立特派督导专员制度，就是要精
准督导专项斗争中的“堵点”“痛点”“难点”
问题。

培训班上，全国扫黑办向首批特派督导
专员颁发了聘书。首批受聘担任全国扫黑
办特派督导专员的同志，有的是刚退休或退

居二线的省级政法单位正厅（局）级领导干
部，有的是在职的政法单位司局级领导干
部，还有的是参加过中央三轮督导的政法实
务专家。

据了解，12月初，全国扫黑办将选派首批
特派督导专员组成特派督导组，分别对中央

扫黑除恶第一轮督导过的河北、山西、辽宁、
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10个
省（市）开展特派督导。作为扫黑除恶督导的
轻骑兵、小分队，特派督导组将在为期一周的
时间内，紧盯突出问题，围绕重点工作、重点
案件、重点线索、重点地区进行精准督导。

全国扫黑办聘任首批特派督导专员，本月初组成特派督导组赴10省市

专啃黑恶犯罪“硬骨头”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明
接受审查调查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
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