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4 日上午，山
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山西省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张茂才受贿一案，对被
告人张茂才以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
万元；对张茂才受贿所
得财物及其孳息，依法
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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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航空西南管理局空中
交通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军在
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多次为他人
谋取利益，累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
617 万元，退休后仍利用影响力继续
受贿。

中国裁判文书网近日公布了这
起受贿案的一审刑事判决书，四川省
青川县人民法院判决，李军犯受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 55 万元；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 20 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5万元。

任职时退休后都在捞钱

判决书显示，2007 年至 2016 年，李军利
用其担任中国民用航空西南管理局空中交
通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及重庆江北国

际机场东航站区及第三跑道空管工程指挥
部常务副指挥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曾某、
杨某在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

曾某、杨某所送人民币共计 617 万元。

公诉机关指控，2007 年至 2014 年，曾某

为感谢李军在其承揽的云南昭通二次雷达

站土建配套工程项目、民航西南空中交通管

理局培训中心及执勤用房工程项目、昆明新

机场空管工程航管小区项目等项目上提供

的帮助并希望继续得到李某的关照，先后 8

次送给李军人民币 67 万元。

2015 年至 2016 年，杨某承揽了重庆江北

国际机场东航站区及第三跑道空管工程塔

台小区土建及配套工程项目、重庆江北国际

机场东航站区及第三跑道空管工程终端管

制中心小区土建及配套工程项目，李军在上

述项目中为杨某提供帮助，先后 4 次收受杨
某所送人民币 550 万元。

此外，青川县人民检察院还指控，2017
年至 2019 年，李军利用其退休前担任中国民
用航空西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党委常委、

副局长等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杨某请
托，通过向时任中国民用航空西南地区空中

交通管理局空管工程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

副指挥长兼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空管工程建

设指挥部副书记、副指挥长李某等人打招

呼，为杨某承揽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空管工程
土建施工总承包二标段提供帮助。

中标后，杨某承诺送与李军感谢费 300
万元，李军予以认可。2019 年初，杨某安排
人在成都南门一茶楼包间内，通过中间人送
与李军人民币 150 万元。

犯两罪获刑十年六个月

李军被采取留置措施后，如实供述受贿的
犯罪事实，并如实供述监察机关还未掌握的利
用影响力受贿的犯罪事实。李军在接受调查期
间，其亲属主动代为上缴涉案款767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李军利用其担任中国民
用航空西南管理局空中交通管理局党委委
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
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617 万元，应当以受贿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李军离职后，利用原担

任中国民用航空西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

党委常委、副局长形成的便利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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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300 万元（其中 150 万元未遂），应当以利用

影响力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合并

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以上十一年以下，

并处罚金人民币 75 万元以上 90 万元以下。

四川省青川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的

犯罪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一致，认为公诉机

关的指控成立。鉴于李军如实供述监察机

关还未掌握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犯罪事实，

应为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法院据此于 2020 年 6 月 9 日以受贿罪判

处李军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5
万元；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李军有期
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0 万元，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 75 万元；对李军退缴的赃款予以没收，
上缴国库。 （澎湃）

退休后仍利用影响力继续受贿
民航西南空管局原副局长李军一审获刑10年半

与私营企业主大搞权钱交易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茂才获刑15年

帮人职务晋升
大肆收钱

新疆原农业厅厅长艾克拜尔·吾
甫尔被公诉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农业厅党组副书记、厅长艾

克拜尔·吾甫尔（正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经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人民检察院交办，由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乌鲁

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艾克拜尔·吾甫尔

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

见。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艾克拜尔·吾甫

尔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及本人职权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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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人在承揽工程、职

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

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公开资料显示，艾克拜尔·吾甫尔，维吾尔族，新疆阿克苏

人，1959年1月出生，1975年8月参加工作。

艾克拜尔·吾甫尔 2003 年 3 月至 2005 年 2 月任阿克苏地

委副书记；2005 年 2 月至 2012 年 3 月，任喀什地委副书记、行

署专员；2012 年 3 月至 2013 年 3 月，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厅长级）、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2013 年 3 月至 2017 年 1

月，任自治区农业厅党组副书记、厅长；2017年1月退休。

2019 年 8 月，艾克拜尔·吾甫尔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

审查调查。 （高检）

涉嫌受贿1200余万元
江西省余干县原县长黄胜富被

提起公诉

据最高检官网 6 月 29 日消息，近日，江西省余干县原县
委副书记、县长黄胜富（正县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经上饶市
人民检察院交办，由鄱阳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鄱阳县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黄胜富享
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
见。鄱阳县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黄胜富身为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利用其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
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
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前，据中国检察网消息，2020 年 5 月 15 日，鄱阳县人民
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原上饶市余干县县委副书记、县
长黄胜富决定逮捕。

经审查认定黄胜富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十二名行贿
人员 1200 余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高检）张茂才张茂才（（资料图资料图））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 年至 2018 年，被
告人张茂才先后利用担任山西省临汾市市
长、中共临汾市委书记、运城市委书记、晋城
市委书记、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
职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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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
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晋升、工作调动等
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近亲属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7244.4465
万元。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茂
才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张茂才到案后，
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
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
积极退赃，受贿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

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
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2019 年 6 月 20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站发布消息：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
员、副主任张茂才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
籍。经查，张茂才理想信念丧失，对党不忠
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不按规定报告个
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
问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
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金；违
背组织原则，长期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他
人职务晋升和工作调动提供帮助并收受巨
额财物，严重破坏了任职地区的政治生态；
毫无纪律和法律意识，将公权力作为谋取个
人私利的工具，与私营企业主大搞权钱交
易；家风不正。 （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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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绊倒”多位官员

6 月 28 日，西安未央区法院开庭审理了
该院受理的首起涉黑案件——贾延成等 19
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据未央区法院通报，该团伙共涉及 14 种罪名
41 宗犯罪事实。

2019 年年中，贾延成案曾因“保护伞”人
数之多、级别之高而震动一时。2019 年 6 月
24 日，陕西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称，陕西省
生态环境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冯振东，延安
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祁玉江（副厅级），延
安市人民检察院原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杜安
平，延安市人民检察院公诉部原副部长孙继
林，延安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宝塔分局原
党委书记兼局长党延文，延安市公安局宝塔
分局刑警大队原大队长加军涉嫌充当贾延
成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同时涉嫌其他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冯振东、祁玉江、党延文均为陕西明星
官员。截至目前，祁玉江、冯振东两案尚未
有审判结果被公开。

利用公权力制造刑事错案

6月28日上午，与贾延成等涉黑组织成员
一同站在被告人席位上的，还有该团伙的多名

“保护伞”。据未央区法院通报，公诉机关对被
告人党延文、杜安平、孙继林 3 名充当该组织

“保护伞”的前国家公职人员一并起诉。另外，
被告人加军（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刑侦大队
原大队长）被指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公诉机关指控：以被告人贾延成为首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为攫取非法高额利益，以个

人及多家公司名义向延安市金融机构骗取
信贷资金，同时将获取资金通过高利转贷、
民间借贷方式借款给他人以获取巨额财富，
严重扰乱该地区的金融秩序和经济秩序。

该组织对未按期还款的借款人及担保
人实施威胁、辱骂、恐吓、拘禁，甚至借用公
权力对借款人使用刑事拘留、逮捕措施，将
民事案件转变为刑事案件。

公诉机关还指控，该犯罪组织利用多种
手段向政治领域进行渗透，侵蚀、破坏国家公
权力，通过职权和“关系网”干扰司法程序，依
靠非法手段暴敛钱财，为非作恶、欺压百姓，
大肆实施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包括非法
拘禁案 3 起、寻衅滋事案 8 起、骗取贷款案 11
起等，并利用国家公权力制造刑事错案2起。

记者获取的资料显示，检方指控，2014
年 2 月，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为办理涉恶
类案件和解决社会治安突出问题成立“210”
专案组，加军具体负责专案组日常工作。
2015 年 2 月，贾延成利用非法拘禁、寻衅滋事
手段向张某某讨债无果，遂以受张某某诈骗
为由向加军报案。

加军在明知上述案件不属于“210”专案
组办案范围，且张某某与贾延成借款未到期
并有抵押物的情况下，未刑事立案及使用任
何法律文书，即与贾妻白彦梅联系，并带

“210”专案组民警在西安将张某某抓获。
检方指控，随后，加军在公安机关办案

系统外利用空白法律文书办理张某某诈骗
案，并伪造立案时间及首次讯问地点。在办
理该案时，加军不侦查张某某诈骗案，而是
多次安排民警以辨认现场为由，将张某某提

出看守所，在阎良、西安等地替贾延成追债，
并使用宝塔分局介绍信要求张某某亲属向
贾延成账户转款还债，最终将张某某亲属的
710 万元汇入贾延成账户。

同时，加军又安排办案民警将延安市仲
裁委人员带至看守所内进行仲裁，迫使张某
某将其名下房产作价 1400 余万元仲裁给贾
延成抵债。2016 年 6 月，张某某诈骗案因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宝塔区检察院作出不予
起诉决定。加军的行为造成张某某长期被
羁押及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恶劣后果。

和张某某遭遇类似刑事打击的还有杨
某某。检方指控，2015 年 3 月，贾延成使用非
法拘禁手段向杨某某讨债无果后，又向加军
报案。加军以涉嫌诈骗罪为由将杨某某刑
拘，但宝塔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作出不批捕决定，并提出补充侦
查意见。但该案件被复核至延安市检察院
后，杨某某被批捕。

检方指控，在办理上述杨某某案件中，
时任延安市检察院侦监处处长的孙继林，在
检委会讨论案件时发表逮捕杨某某的观点，
并得到副检察长杜安平支持。杨某某被逮
捕后，在时任延安市宝塔区区委书记祁玉江
的组织安排下，杜安平到贾延成的博成大厦
吃饭。杜、贾二人由此相识，贾送给杜安平 5
万元现金，希望在案件起诉时得到杜的帮
助。2015 年 11 月 18 日，杜安平还以借款的
名义，向贾延成索要了 4 万元。

延安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提出必须对
杨某某资产进行审计，以查明其是否构成犯罪
的补充意见。加军作为案件负责人，既未对相

关问题进行补侦，也未调取杨某某无罪证据。
但最终，延安中院对杨某某作出的是无罪判决。

警、检人员包庇纵容犯罪

记者获取的资料显示，检方指控，加军
在参加工作之前便与贾延成认识，2006 年加
军妻子窦彩霞开始在贾延成的公司上班，加
贾两家来往便更加密切。加军身为公职人
员参加贾延成犯罪组织，并利用职权积极为
贾延成讨债并帮助其逃避打击。

2014 年，经加军介绍，党延文与贾延成
相识。2016 年，加、党、贾三家还曾一同去海
南旅游，此后三家关系愈加亲密，党延文甚
至通过贾延成谋求职务升迁。2016 年，延安
市公安局将延安市委交办的贾延成涉嫌非
法转贷、偷税漏税、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犯
罪等问题线索，批转宝塔分局办理，并明确
批示“转宝塔分局成立专班调查，因涉及反
映分局干警家属参与，请做好保密工作”。

检方指控，时任宝塔公安分局局长的党
延文接到转办件后，未按上级要求开展工
作，其明知加军和贾延成关系好、且加军妻
子窦彩霞在贾延成公司上班的情况下，仍将
线索批转至加军所在的刑警大队办理。

此后，加军将线索安排民警办理后，在
未对群众反映问题线索全面调查的情况下，
就认定群众举报线索“不属实”。2016 年，延
安市委督查室认为公安机关对线索查办不
力，要求延安市公安局进行复核。党延文不
按要求认真组织复核，继续将此事安排给加
军办理。加军未进行任何复核，便安排民警
以第一次核查报告再次报送至宝塔分局，使
贾延成及其犯罪组织逃避查处。

2018 年 6 月，公安机关对贾延成犯罪组

织进行调查，并以涉嫌骗取贷款罪、高利转

贷罪将贾刑拘。贾妻白彦梅为给贾延成开

脱罪名，便找到加军帮忙。加军遂找党延文

商议此事，二人商议后先由党延文电话联系

检察院承办人，后加军携带财物当面找承办

人说情，但被拒绝。

贾延成案发后，其“保护伞”悉数被查。加

军、党延文、杜安平、孙继林先后被陕西省监察
委留置，后均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被西安警方逮捕。据法院通报，因涉案人
数较多、案情重大复杂、社会影响度高，该案由
3名审判员与4名人民陪审员依法组成7人合
议庭，庭审过程预计将持续5天。 （澎湃）

四川一小伙砍死2人逃亡18年

不敢与人深交
养狗“说心里话”

18 年前，18 岁小伙刘某（四川井研人）在打架斗殴过程
中，砍死 2 人后潜逃。18 年后，今年 6 月 24 日，四川省井研县
公安局命案追逃小组民警在云南省昆明市，终于将刘某成功
抓获。

砍死2人后立即外逃

2002 年 12 月 28 日深夜，井研人刘某与朋友从河心岛游
玩出来后，借着酒劲，在井研城区某娱乐场所外与李某、龚某
等人发生口角争执，进而大打出手。打斗中，刘某向李某、龚
某二人多次挥刀乱砍，导致二人受伤送医后因失血过多不治
身亡。案发后，同案其他人员全部归案，而刘某自知后果严
重、难逃罪责，便连夜辗转外逃至西昌。这一逃就是 18 年。

办案民警介绍，时年 18 岁的刘某是家中独子，从小受到
父母溺爱。10 多岁时，刘某便辍学在家、无所事事，经常混
迹于一些鱼龙混杂的场所。不满 17 岁时，刘某就因犯抢劫
罪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

东躲西藏的日子里，刘某再也没有用过自己的真实姓
名，而是随意杜撰了一个名字。

18 年里，刘某去过河南、四川藏区、云南等地，大多数时
候他选择在少数民族地区隐居；由于没有身份证，他尽量选
择不需要提供身份证明的工作，当过 KTV 保安、餐厅帮厨、
鱼贩学徒等。但如此打零工又挣不了几个钱，刘某经常是饱
一顿饥一顿，一天花 10 块钱吃饭他都心疼，5 块钱一包的烟
也嫌贵。这期间的刘某时常焦虑不安、精神高度紧张，总是
用喝很多酒、抽很多烟来麻痹自己，然后才能睡得着。

刘某也不敢有朋友，不敢与人深交，始终没有结婚，处事
也很小心谨慎，生怕惹事被查。无奈之下，他干脆养了一条
狗，“狗算是我的朋友，有什么心里话，我就对它说。”

民警持续追捕18年

2002 年案发后，警方也从未放弃对刘某的追捕。2011 年

全国清网行动，民警远赴西昌、云南等地开展秘密侦查；2012

年，有消息显示刘某偷渡到缅甸，民警又来到边境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民警也不断对刘某亲属做宣法教育，希望通过他们

劝返刘某。2020 年 4 月，警方经过线索摸排，发现有云南昆明

有个叫杨某的鱼贩，通过侦查和大数据比对甄别，杨某与在逃

18年的刘某个人信息高度重合。6月下旬，井研县公安局命案

追逃小组民警远赴昆明，准备对其实施抓捕。

“‘杨某’住的地方几乎都是外地人，人口流动性很大，并

且小巷子多。‘杨某’住在 2 楼，进入楼道还需要刷卡打开门

禁。如果强行破坏门禁，难免会惊动他，让他提前逃跑。倘若

把他逼急了，他甚至有可能会挟持百姓作为人质。因此，破门

强攻的方法不可取。”民警介绍，后来，他们得知“杨某”有一辆

三轮摩托车，常常停放在一农贸市场外，便决定守株待兔，在

农贸市场外动手。6 月 24 日，民警顺利地将正在卖鱼的“杨

某”控制住。“杨某”痛快地承认了，他就是逃亡18年的刘某。目

前，刘某已经被依法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封面)

陕西延安一涉黑团伙及多名“保护伞”受审

明星官员用权力为黑老大“讨债”
6 月 28 日，陕西延安贾延成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西安未央区
法院开庭。据未央区法院通报，
出庭受审的除贾延成涉黑团伙成
员外，还有延安市检察院原副检
察长杜安平、延安市检察院公诉
部原副部长孙继林、延安市公安
局宝塔分局原局长党延文、宝塔
分局刑警大队原大队长加军。

贾延成涉黑团伙在西安未央区法院受审贾延成涉黑团伙在西安未央区法院受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