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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得从 2017 年 7 月的一起网
络舆情说起。当时，网络上有人爆料
延祥村会计杨松发涉嫌侵占村民低
保金等问题。而早在5月中旬，县纪
委已接到有关问题举报，并已着手对
反映该村部分村干部违纪问题线索
展开初步核查。

在已掌握有力证据的前提下，县
纪委审查组果断采取措施，对时任延
祥村会计杨松发、村党支部书记官启
兴进行审查。

“是有一部分低保金被我扣留下
来，但没私用啊，都用在村里其他未
评上低保的困难户身上了。”

审查中，杨松发连声“冤枉”，对
自己的违纪问题只字不提。

“这是你村低保户的银行流水”
“这是低保户反映的实际领取金
额”……

面对审查人员拿出的证据，杨松
发才松口，开始交代自己的违纪问

题：“因为村里没有对低保金进行公
示，加之村民都很信任我，从来没人
去核查自己的低保金额，所以我才能
占有部分资金作为私用。”

曾经，在村民眼里，身兼民政协
理员的杨松发是个值得信任的“好干
部”。低保户都主动将存折交到杨松
发的手中，由其持存折到银行代领低
保金后再转交给他们。杨松发正是
利用了低保户的信任，瞅准了其中的
漏洞，利用职务之便，大肆侵吞低保
金。

经查，2004 年至 2015 年间，杨
松发采取“蚂蚁搬家”手法，经常带
着低保户的存折到银行取出低保金
后截留私用，共直接侵占村民低保
金 22049.82 元，均用于个人日常开
支。

随着调查的深入，杨松发还交代
了违规申报低保、违规二次分配低保
金等问题，共有 34 户违规申报低保

户，骗取低保金 20698.1 元。杨松发
还根据个人喜好，对其中部分低保金
违规进行了二次分配，其余款项与他
人私分。

据审查人员介绍，杨松发不仅动
了村民低保金，还与官启兴等人将黑
手伸向了生态公益林和粮食直补资
金，形成“抱团腐败”。

而审查中，官启兴却一问三不
知，表示对此事不知情，企图蒙混过
关。

杨松发保管着村里的《低保金发
放花名册》《低保金调整另补花名册》
等13本记录册。审查组从中发现了
证据：“2013 年至 2015 年，每年从全
村生态公益林补偿金中扣留 9600 元
作为（村干部）年底福利，共 28800
元”“2012 年以来，虚增、虚列扶贫项
目，套取村财112297元”……

13 本记录册，详细记录着一笔
笔违纪资金，成为官启兴、杨松发等

人的违纪铁证。
面对证据，官启兴最终低下头

来，“村里总有一些不方便入账的开
支，比如超额的伙食费、娱乐场所消
费等，但是我们不可能让村干部自己
掏腰包啊。”据官启兴交代，为填补这
些不便入账的开支，他与杨加亨、杨
志明、杨祥鑫等前后三任村委会主任
及其他村干部采取虚增、虚列扶贫项
目等方式套取村财，用于账外支付村
级接待以及娱乐消费等支出，所涉金
额共计11.2万余元。

“现在真是后悔莫及！作为村里
的一把手，这么多村干部集体犯错，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愧对组织，
对不起家人，更对不起群众……”面
对审查人员，官启兴悔恨交加。

2017年10月，官启兴、杨松发受
到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其余4名涉案的村
干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

得全部予以收缴。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针对此案背后的失责问题，宁化

县委启动问责，延祥村挂村领导、泉
上镇副镇长廖东华以及包村工作组
组长刘东梁因履责不力，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镇党委书记、镇长、镇分管领
导以及民政办主任等分别被诫勉谈
话。

“对涉及民生资金的违纪案件，
要从重从快从严查处，对典型案件，
要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强化不敢腐的
震慑，让群众在各种惠民政策、资金
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宁化县
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要扎紧制度的
笼子，建立健全基层“微权力”阳光运
行、内部监督及事务公开等机制，决
不容许啃食群众扶贫资金“奶酪”的
行为发生。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13本记录册背后的“抱团腐败”:
黑手伸向
“救命钱”

“感谢县纪委，把敢对老百姓‘救命钱’
伸黑手的村干部查了，村里人的烦心事解决
了！”1月5日，福建省宁化县泉上镇延祥村
村民老杨高兴地说。原来，延祥村党支部原
书记官启兴、原会计杨松发等6名村干部“抱
团腐败”，分别受到了相应的惩处。

深夜火灾连连
居民们惶恐不安

2017 年 12 月 16 日 21 时 30 分，
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北龙泰路一小区
的 3 幢三单元地下室、4 幢三单元地
下室分别发现火情，居民存放的电动
车、自行车及部分杂物被引燃，大火
引发的浓烟惊散了楼上的居民，深夜
举家冒着寒冷跑下楼避险。南京江
北新区公安分局盘城派出所接到报
警立即赶到现场，并会同消防部门灭
火处置，展开火情调查。然而，12 月
17 日 22 时 30 分许，盘城派出所又先
后接到两起火灾警情，位于永锦路一
小区的地下车库和楼道先后着火。
接警后，民警和消防官兵再次赶到现
场处置。相隔一天，两个小区连续发
生4起火灾，难道这是巧合？

民警将 4 起火灾警情逐一进行
分析，发现这一连串的火灾，是人为
故意放火。民警决定将这系列火灾
进行串并侦查，以便找出火灾发生的
真正元凶。

连续的火情也让附近的居民心
有余悸。家住事发小区的多位居民
告诉记者，事发时烟雾非常大，他们
不明就里，都吓得跑出了家门，站在
小区楼下冻得瑟瑟发抖。

一位当地的知情人告诉记者，去
年下半年，在浦口桥北一带也连续发
生过类似的5起火情，当地人甚至谈
火色变。“晚上睡觉不安神，一有动静
赶紧起来看看情况。”一位姓王的居
民说。

涉嫌放火9起的“宝马男”
浮出水面
经过艰难地分析对比，民警意外

发现，在两个小区连续4次火灾的现
场附近，均出现了一辆同色款的宝马
轿车。经查询，属于同一辆车，且并
不是小区住户所有。随后，车主男子
李某进入警方的视野。

“李某将宝马车开到小区附近，
监控显示他在火灾发生时从小区出
来，驾驶宝马车离开。”一位负责侦查
的民警告诉记者，经过小区的保安辨

认，确实见过李某在火灾现场出现
过。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
李某多次出现在火灾现场并非偶然，
具有相当大的嫌疑。为此，民警决定
对李某进行讯问。很快，民警在江北
一大排档找到了李某和他的宝马车，
民警还没说什么，李某就不打自招地
大声嚷道：“我可什么事都没有做
过。”

经过警方连夜突审，在证据面
前，李某不得不供认了自己先后4次
在龙泰路及永锦路两小区放火的事
实，火灾造成两小区两间地下室及部

分过道着火，部分助力车、自行车、杂
物等被烧毁，造成居民们的财产损
失。

经过进一步的审查，犯罪嫌疑人
李某又交代他在去年下半年，还曾在
浦口桥北地区先后放火 5 次。“李某
的记忆力特别好，他放火的5个地方
均记得清清楚楚，不仅描述非常清
晰，在带领警方前去指认现场时，也
非常准确。”

负责侦查的盘城派出所民警告
诉记者，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南京江
北新区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仍
在进一步深挖之中。

双面人生
富裕家庭拴不住他的“花心”
今年 27 岁的李某，从外地随父

母来到南京，并在江北购有房产，出
入开着一辆数十万元的宝马豪车，什
么原因让他故意连续放火多达 9 起
呢？起初，李某供述说：曾因一辆自
行车停在了他的停车位上，他就点火
烧这辆自行车。在超市看到广告展
台，他怀疑展品是假的，趁人不备点
火烧了广告展台。又因为电梯里有
虚假广告，看不顺眼，就又放了一把
火。这样的解释也太牵强，有些让人
难以置信。

在警方再三询问下，李某终于说
出了深层次的原因：和“男朋友”闹别
扭，回家又和老婆吵架，“男朋友”不
理他，还把他的微信拉黑了，所以心
里一直不舒服，想发泄下，就放火
了。为发泄心中不快，李某开车窜到
多个小区无人的地下室及部分过道，
先后9次用打火机点燃存放物，从而
致多处过火着火，所幸没有造成人员
伤亡。

这么一说，民警原先的怀疑得
到了印证。一位民警告诉记者，数
年前，在南京一所高校发生一起男
子要跳楼的事件，而当事人正是李
某，起因是他与一名在校男大学生
交好，也为对方花了不少钱，结果因
为双方产生了一些矛盾，李某一气
之下就寻死觅活要跳楼。“当时看到
李某，我就觉得眼熟，以前似乎见
过。”幸好当时警方处置及时，李某
被安全救下。

记者采访得知，犯罪嫌疑人李某
其实已娶有妻子，虽然目前没有孩
子，但与妻子相处融洽，双方似乎并
没有裂痕。但与此同时，他却经常外
出，喜欢结交男性朋友。

据介绍，李某供职的单位也不
错，他万元月薪，收入完全够他开
销。此外，“李某的家庭条件也不
错。“如此优越的条件，也没能拴住李
某的‘花心’，这实在让人感到遗憾。”
知情人称。

据《扬子晚报》

宁化县纪委纪律审查组正在查阅延祥村账本宁化县纪委纪律审查组正在查阅延祥村账本。。

家境殷实家庭和睦
27岁的他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孙
宁成教授以及专门研究同性恋行
为的硕士乔丹告诉记者，很多同
性恋因为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往
往会选择结婚。这样的人群不仅
要隐瞒自己的性取向，还要隐瞒
自己的欲望，相对于那些暂时没
有婚恋压力的人来说，他们有更
多的心理压力。

对于该起案例，孙教授称，需
要把心理健康和同性恋压力分开
来谈。其一，是这个人的心理健
康程度，这个无关于性取向，与人
产生矛盾就纵火，这就取决于他
本人的心理健康程度；其二，取决
于这个人当时所处的环境、想法
和他所经历的事情，压力来自何
方及处理方式等。可以说，当事
人李某的心理状况不健康是导致
纵火的主要原因。因此，专家建
议，李某应该找专业人士做专业
的鉴别和治疗，这是对他比较好
的解决方法。

父母从商，家
境殷实，年仅 27
岁的李某，开着宝
马车，住着自己的
房子，有着和睦的
小家庭……在旁
人看来，他的生活
一定很幸福。

谁知道他竟
然连续制造了大
大小小 9 起纵火
案，搞得江苏南京
江北的居民人心
惶惶，而这样的纵
火原因更让人难
以言说……

为何9次纵火泄愤？

心理学家剖析：

犯罪嫌疑人
心理并不健康

民警将李某带回审讯。

犯罪嫌疑人李某指认现场犯罪嫌疑人李某指认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