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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宣判陕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陈国强受
贿一案，对被告人陈国强以受贿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陈
国强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 年至 2018 年，被
告人陈国强利用担任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
障厅副厅长、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秘
书长、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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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
项目承揽、融资贷款、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亲属收受财物共计折
合人民币 3566 万余元。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
陈国强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

巨大，并为多人职务提拔、调整提供帮助，具
有从重处罚情节。同时，其又具有自首、认罪
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等情
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媒体此前报道，2019 年 1 月 4 日上午，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陕西省委原书记赵
正永与陕西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陈国
强的审查调查结果，两人均被移送司法机
关。赵正永此前已被宣布调查；陈国强则是
官方首次披露其已经落马。

去年 1 月 15 日，中纪委通报，赵正永正
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就在同一天，《陕西日报》报道了陈国
强以副省长身份，赴宝钛收费站实地调研
的消息。

这一次公开露面后，陈国强“消失”了两

个多月，之后他的名字出现在 2019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陕西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这次会议免去了
他的陕西省副省长职务。

陈国强出生于 1962 年 5 月，被免陕西副
省长职务时 57 岁。免职后，陈国强再度“消
失”。直至 9 个月后，1 月 4 日上午，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通报其已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
关，被查出“为谋求个人职务晋升大搞政治
攀附和人身依附，对抗组织审查”“在企业经
营、干部职务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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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
列问题。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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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记者发现，中国裁判文书网
公 布 了 魏 待 征 受 贿 罪 一 案 刑 事 一 审 判 决
书，判决书显示，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过审理，以魏待征犯受贿罪、徇私枉法
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决定对其执行有
期徒刑 13 年。

确保商人利益收受他们贿赂

今年 64 岁的魏待征是河北省石家庄市
人。公开简历显示，魏待征 2009 年之前主要
在广州市公安局任职，曾任广州市公安局指
挥中心主任。2009 年 6 月至 2015 年 7 月，魏
待征任广州市萝岗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公安
分局党委书记、局长。2017 年 1 月，魏待征退
休。2019 年 5 月，在退休两年多以后，魏待征
被查。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 年至 2015 年期
间，魏待征利用其职务便利和职权或地位形
成的便利条件，在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承接工程项目、职务晋升、岗位调整等事
项上提供帮助，多次非法收受企业和个人财
物，共计人民币 8292118.18 元。

其中，2012 年至 2013 年期间，魏待征为
汕头某公司承接广州公安局萝岗区分局停
车场、荣誉厅、警犬场维修改造等项目提供
帮助，收受该公司萝岗工程处经理陈某给予
的现金 40 万元及要求陈某为他装修别墅，装
修费为 97 万元。前述款项共计 137 万元。

魏待征说，陈某愿意出资 97 万元为他装
修别墅和向他贿送 40 万元现金，是因为想跟
他搞好关系，以便日后有什么需要可以找他
帮忙。在工程开始招标前，他都会交代相关
人员对陈某予以关照。此外，这些项目的工
程款当时也都是由开发区保安公司来支付
的，应陈某的请求，他多次督促开发区保安
公司和相关人员要及时支付工程款，要确保
陈某的利益。

2015 年至 2016 年期间，魏待征利用职务
便利，为广州某公司在违规免受消防处罚方
面提供帮助，并于 2015 年 6 月 16 日将 100 万
元资金高息出借给该公司总经理黄某，后于
2016 年 5 月收取本金 100 万元，同年 6 月收取
高额利息 36 万元，其中魏待征以收取明显高
于正常利息的方式，收受黄某 13 万余元。

除了收受商人的贿赂，魏待征还利用职
务便利，为广州市公安局萝岗区分局多名民
警在职务晋升、岗位调整等方面提供帮助，
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款项共计 122 万余元和
价值 4.7 万元的“欧米茄”牌手表一块。

徇私枉法使嫌疑人逃避法律追究

法院查明，2008年底，东莞市某能源公司
经理吴某因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
警方采取网上追逃措施。期间，吴某的同案
人杨某被法院判刑。2010 年，魏待征受他人
请托，在吴某被抓获后，指使时任萝岗区公安

分局法制室主任郭某对吴某采取取保候审的

强制措施，并对吴某不予刑事追究。
后郭某根据魏待征的要求，引导相关办

案人员以涉嫌单位行贿的数额达不到追诉

标准为由，未将吴某移送审查起诉，并对吴

某解除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从而使吴某逃避
法律追究。2019 年 8 月，吴某被检方以对非
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提起公诉。

魏待征说，当时他接受别人的请托，对
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吴某进行包
庇，使其免受法律处罚。他明知吴某是网上
追逃人员，被抓获后并无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同案人也已被判刑的情形下，仍对吴某
取保候审，并要求下属郭某对吴某尽量不予

处理。在他的指示下，郭某以吴某涉嫌单位

行贿的数额达不到追诉标准为由，未将吴某

移送审查起诉，并解除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非法持有3支枪支351发弹药

2019 年 3 月，魏待征将其持有的 3 支以

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制式枪支及 351 发制

式枪弹，交由傅某放在广州某科技公司的办

公室地址保管。

魏待征称，他持有的枪一共有三把，一

把长枪，两把手枪，还有子弹数盒。长枪是

小口径步枪，是 1993 年之前购买的。三把枪

他很喜欢，一直没有上交。子弹是他上世纪

90 年代购买的，被搜查出来的是 351 发子

弹。2019 年 3 月，他把上述枪支弹药用工具

盒包装好后交给他人保管。三把枪他都有

使用过。

庭审中，魏待征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

事实、罪名均无异议，请求法院对其从宽处

罚。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北青）

指使下属帮嫌犯逃避刑责
广州萝岗区公安分局原局长魏待征犯徇私枉法等三宗罪获刑

虚列材料款维修费
侵吞公款

沈阳铁路局原副总经理王迁贪
污受贿获刑12年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了一则刑事裁定书，中国铁
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沈阳铁路局）原副总经理王
迁 ，因 贪 污 罪 、受 贿 罪 被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12 年 ，涉 案 金 额
1653.66 万元。

骗取侵吞公款600余万

2018 年 4 月 25 日，王迁因涉嫌职务犯罪被辽宁省监察委
员会留置，2018 年 7 月 23 日被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
同日被辽宁省公安厅执行逮捕。

案发时，王迁系沈阳铁路局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涉案金额中，600 余万元与贪污有关，1000 余万元与受贿有
关。该案二审于今年 7 月 30 日宣判，8 月 29 日公开。

关于贪污罪，判决书显示，2003 年至 2008 年，王迁在担
任沈阳铁路局大连机务段段长、副段长、苏家屯段长期间，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虚构业务列支材料款、截留维修费等
方式，骗取、侵吞公款，总计 608.89 万元。

其中，在大连机务段工作期间，王迁多次指使时任大连
机务段财务室主任、检修车间主任、材料室主任等人，虚列材
料款、维修费等，通过供货商经营的公司虚开发票，将结余的
成本套出形成账外资金，金额达 288 万元。

另外，在担任大连机务段段长期间，王迁想要在大连购买
房产，便谎称零小工程需要用钱，安排下属虚列材料款，通过
供货商经营的公司虚开发票，拿到了211.89万元投入房产。

同时，王迁还侵吞大连机务段维修收入 39 万余元，并通
过向海鲜供应商多付款的方式，非法占有苏家屯账外资金 70
万元。

收受财物1000余万元

关于受贿罪，判决书显示，2012 年至 2018 年，王迁担任
沈阳铁路局局长助理、副局长、沈阳铁路局副总经理期间，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宇田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在铁路机车配件
产品的试验、销售及工程承揽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先后收受
财物总计折合 1044.77 万元。

王迁收受的贿赂款中，包括来自宇田公司法定代表人
的 200 万，鑫铁丰公司的 295 万，三门峡宏鑫有色金属有限
公司董事长的 50 万，诚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 210 万，红某公
司法定代表人的 152 万元、奥迪 A6L 轿车一辆（价值 44.38 万
元），个体经营者于某为其装修住房及所送部分家具（折合
93.39 万）。

法院认为，王迁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骗取、侵吞、非法占有公款，归个人所有，数额特别巨大，其行
为已构成贪污罪；同时，王迁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
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因王迁具有自首情节，且已上缴全部违法所得，缴纳罚
金，法院故对其减轻处罚，数罪并罚判处期徒刑 12 年，并处
罚金 100 万元。 （界面）

利用帮人融资贷款等事项敛财
陕西省原副省长陈国强受贿3566万一审获刑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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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华市公安局一名
禁毒警察，利用职务

之便，竟然私自截留涉案毒品
供自己吸食。此外，他还以可
操作尿检次数、尿检结果等对一
戒毒人员进行利诱，在该戒毒人
员无吸食毒品意愿的情况下，
多次引诱、唆使、纵容其一起吸
食毒品。

近日，金华市婺城区法院公
布的判决书披露了该案审判情
况，该院一审判决被告人马晓阳
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和滥用职权
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0 年 6 个
月，并处罚金10万元。

辩护人称截留毒品为发展线人

案发前，马晓阳系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
局禁毒大队民警，负责涉毒案件的办理以及
防范等，在送检、取回、上缴等环节具有经
手、保管毒品的职务便利。2019 年 9 月 5 日，
马晓阳因本案被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
事拘留，同年 10 月 12 日被依法逮捕。

婺城区检察院指控，马晓阳利用职务便
利从中私自截留毒品用于自己及郑某吸
食。其非法持有各类毒品共计 343.72 克。

马晓阳还利用禁毒民警的职务便利，对社区
戒毒人员郑某进行利诱，在郑某无吸食毒品
意愿的情况下，多次引诱、唆使、纵容郑某一
起吸食毒品。

被告人马晓阳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
实及罪名均无异议。其辩护人发表的辩护
意见包括，马晓阳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其
私自截留毒品起初是为了工作需要发展线
人，其将毒品也都放在单位办公桌内，其 4
年没有吸食了；毒品未流入社会，社会危害
性较小等等。

法院审理查明，2004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被告人马晓阳身为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
局 (以下简称江南公安分局)禁毒大队的民
警，负责涉毒案件的办理以及防范等，且在
送检、取回、上缴等环节具有经手、保管毒品
的职务便利。

2012 年 5 月至 2015 年间，被告人马晓阳
为吸食毒品，利用职务便利，将江南公安分
局办理的涉毒类案件中的毒品送至金华市
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后，不按规定上缴至
金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予以销毁，而是私自
截留。

经查，其从金华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领
回未上缴销毁的冰毒共计 236.3 克。另查
明，马晓阳还将在经办案件中收缴的因抓捕
被告人不成功或其他原因现场遗留的毒品，
以及各派出所从日常工作中发现或缴获后
上缴到禁毒大队的疑似毒品，不按规定办理

扣押手续、上缴销毁，而是私自截留。马晓
阳将私自截留的毒品用于自己和郑某(已判
决)在宾馆、郑某的住处等地吸食。

2019 年 8 月 30 日，江南公安分局纪委
调查饶德俊等人贩卖毒品案件中的毒品去
向问题，被告人马晓阳主动向分局纪委交
出私自截留的疑似毒品 63.07 克。同年 9 月
1 日，江南公安分局纪委对马晓阳采取禁闭
措施，禁闭初期马晓阳否认截留毒品用于
本人和他人吸食。同年 9 月 5 日，马晓阳如
实供述了吸毒事实，并主动交出疑似毒品
282.75 克。

经鉴定，疑似毒品含甲基苯丙胺成分
274.56 克，含甲基苯丙胺和氯胺酮成分 4.79
克，含甲基苯丙胺和 MDMA 成分 0.52 克，含
氯胺酮成分 0.4 克，含海洛因成分 0.38 克。

综上，马晓阳非法持有毒品共计 343.72
克。

引诱唆使戒毒人员吸毒

除了非法持有毒品，法院审理还查明，
马晓阳有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

2012 年至 2015 年期间，被告人马晓阳
私自截留甲基苯丙胺 236.3 克。当有关部
门对上缴毒品进行检查时，为避免截留毒
品行为被发现，他还伪造了上缴毒品清单
若干张。

马晓阳将私自截留的毒品供本人及社
区戒毒人员郑某共同吸食，吸食次数达到几

十次，吸食、消耗的毒品数量无法统计。至
案发，从马晓阳处查获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
毒品 342.94 克，海洛因 0.38 克，氯胺酮 0.4
克，共计 343.72 克。

郑某是被告人马晓阳所在的江南公安
分局禁毒大队管理的社区戒毒人员，戒毒期
限自 2012 年 3 月 16 日至 2015 年 3 月 15 日。

马晓阳身为禁毒民警，其利用郑某害
怕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毒品会被强制戒毒、
担心吸食毒品的经历被家人和工作单位发
现的心理，并以可对郑某吸食毒品行为进
行包庇，可操作尿检次数、尿检结果等对郑
某进行利诱，在郑某无吸食毒品意愿的情
况下，多次引诱、唆使、纵容郑某一起吸食
毒品。

婺城区法院认为，被告人马晓阳非法持
有甲基苯丙胺、海洛因等毒品，其行为已构
成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告人马晓阳身为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私自截留毒品
用于自己和他人吸食，并多次引诱、唆使、纵
容管理的社区戒毒人员共同吸食毒品，严重
损害国家机关声誉，社会影响恶劣，其行为
已构成滥用职权罪。

2020 年 8 月 27 日，婺城区法院判决被
告人马晓阳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
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犯滥用职权
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数罪并罚，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 10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10
万元。 (澎湃)

河北省衡水市公安局 9 月 14 日透露，衡
水、阜城两级公安机关经连续攻坚，成功破
获阜城县“2005.5.25”命案积案，15 年前曾轰
动一时的无名尸案告破。目前，3 名犯罪嫌
疑人均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逃避法律
制裁，3 人还曾订立攻守同盟。

2005 年 5 月 25 日 6 时许，阜城县一名群
众在县城北一池塘网鱼时捞出一具女尸。

公安机关多年走访调查，一直未能确认受害
人身份，未发现有效线索。

今年以来，衡水市公安机关开展积案攻
坚行动，对命案积案、无名尸案件逐一过筛，
对该案进一步工作，初步确认死者冯某身份，
认为陈某具有重大犯罪嫌疑。但是，在公安
机关传唤期间，陈某一度避重就轻，坚称冯某
系自杀，两名同案嫌疑人供词也如出一辙。

本着对法律负责的态度，公安机关并未
掉以轻心，数次组织现场复勘，分析案情细
节，开展深度研判，发现 3 名涉案嫌疑人供词
存在诸多疑点。为此，专案组民警重新调整
审讯策略和重点，经过 4 天政策攻心，最终将
3 人心理防线逐个击破。

陈某等人供述：2005 年 5 月 24 日晚，陈
某、范某福、陈某萍、冯某一起饮酒后，陈某

欲与冯某发生关系遭拒，对冯某暴力殴打致
其昏迷。陈某误认为冯某已经死亡，伙同范
某福、陈某萍将冯某扔进池塘意图毁尸灭
迹，致使受害人溺亡。为逃避法律制裁，3 人
还订立攻守同盟，议定对外称冯某系“离开
后自杀”，但终究难逃法网。

目前，3 名犯罪嫌疑人均被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中新)

9 月 15 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

董志伟(绰号三光)、董志明(绰号二光)等 36 人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公开宣判，“董氏兄弟”董志伟

被判处死刑，董志明被判处无期徒刑。

法院经审理查明，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董志伟

联络其发小、亲属及同村村民，以利益诱惑、提供庇护等方

式，将一批社会闲散人员聚集在自己周围，逐步树立了自己

“社会大哥”的强势地位。

据了解，以董志伟、董志明为首的黑社会犯罪组织，盘

踞在通辽市科尔沁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长达 20 年，该组织

为逞强争霸、打击竞争对手，实施了枪击史春杰、追砍白露、

萨丁岛歌厅斗殴等暴力犯罪，导致 1 人死亡，26 人受伤的后

果。该组织还持有大量枪支，截至案发，仅公安机关收缴的

枪支就多达 12 支，扣押刀具 193 把。

另外，该组织通过寻衅滋事等手段，垄断了奈曼旗大沁

他拉镇赌博游戏厅行业，利用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建车

队、高利放贷、强立债权、索要好处费等手段疯狂聚敛钱财，

共攫取约 7000 余万元非法利益。该组织共计骗取贷款 5299

万元，给金融机构造成损失 1110 万元。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董志伟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故意杀人罪、聚众斗殴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等

16 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董志明犯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意杀人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等 16 项罪名，数罪并罚，

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其余 34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 18 年 6 个月至 2 年不等的

有期徒刑，并处数额不等罚金。 (中新)

截留毒品利诱戒毒人员一起吸食
浙江一禁毒警察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和滥用职权罪获刑

将受害人扔进池塘毁尸灭迹，河北警方破获15年前命案

3嫌犯为逃避制裁曾订攻守同盟

枪击竞争对手
致1死26伤

内蒙古“董氏兄弟”涉黑案宣
判，一人被判死刑一人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