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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团伙的“敛财术”

法庭上，公诉人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勾勒和揭露了田世荣利用职务
之便，伙同黄升涛、黄志农骗取、侵
吞巨额国有资产，非法收受巨额贿
赂的三种“敛财术”：明修栈道，公然
索要；瞒天过海，化公为私；移花接
木，暗度陈仓。

据公诉人指控：2009年至 2013
年期间，被告人田世荣利用担任大
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之
便，在从事融资、发债等经营活动
中，伙同其关系人黄升涛贪污公款
1743.31万元，单独或伙同黄升涛、
黄志农收受相关单位及个人贿赂
735 万元，其中，黄升涛共同受贿
180 万元，黄志农共同受贿 280 万
元。

法庭上，公诉人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勾勒和揭露了田世荣利用职务
之便，伙同他人骗取、侵吞巨额国有
资产，非法收受巨额贿赂的三种敛
财手段。

明修栈道，公然索要。大晟公
司委托某证券公司发行 8亿元企业
债成功后，当田世荣得知中间人邓
某获取了 240万元财务顾问费后，
即向其索要好处费，后获得了邓某
支付的70万元现金。

瞒天过海，化公为私。在大晟
公司与某信托公司洽谈 10亿元融
资业务过程中，田世荣多次向信托
公司相关人员提出，虚增一个点的
融资成本，由大晟公司支付给信托
公司后，再由信托公司支付给他指
定的关系人。信托公司深知此事法
律风险极大，最终拒绝了他的要
求。在此情况下，田世荣决定铤而
走险，先是安排自己的关系人、被告
人黄升涛成立上海奕曜公司，而后
利用职务之便以大晟公司名义向区
政府打报告，谎称奕曜公司在大晟
公司与信托公司合作融资业务的过
程中提供了融资顾问服务，需支付
一个点的服务费。骗取区政府同意
后，又以大晟公司名义与奕曜公司
签订了虚假融资顾问服务协议，从
而侵吞国有资产1743万余元。

移花接木，暗度陈仓。田世荣
在大晟公司发债和融资过程中，分
别与业务承接方两家信托公司人员
达成按比例收受好处费的协议。为
掩人耳目、规避法律，田世荣分别安
排自己的关系人、被告人黄升涛、黄
志农寻找公司与两家信托公司签订
虚假中介服务协议，以提供中介服
务的名义共计收取两家信托公司好
处费665万元。

爱做“善事”的贪官

在检察机关办案与审查起诉过
程中，田世荣对自己的行为并没有
清醒认识。他一度认为，他将相当
一部分贪污、受贿的赃款用于捐赠
寺庙，是做善事、行善举。在法庭
上，公诉人面对三名被告人，连发三
问。

据介绍，田世荣是土生土长的
大渡口区人，大学毕业后便被分配
到大渡口区财政局工作，从一般办
事员到中层干部再到区管处级干
部，一路走来，付出良多，业绩突出，
也屡被委以重任。从筹建大晟公
司，到担任大晟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组织给了他充分的信任。
随着手中权力的增大，田世荣

本该更加努力工作，为养育和培养
自己的大渡口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
献，但他却放松思想改造，精神懈
怠，热衷于“迷信”，广交“迷信”同道
之人，另两名被告人黄升涛、黄志农
就是田世荣的同道朋友。

田世荣在实施贪污、贿赂犯罪
后，为掩人耳目、逃避法律制裁，精
心选择远在上海、湖南，且是自己朋
友的黄升涛、黄志农作为关系人玩

“白手套”。田世荣自认为自己的手
段天衣无缝，难以被发现。然而，天
网恢恢，疏而不漏。2017年，大渡口
区检察院通过对一起相关线索的深
入挖掘，层层剥笋，成功办理了这起
大渡口区建区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
职务犯罪案件。

在检察机关办案与审查起诉过
程中，田世荣对自己的行为并没有
清醒认识。他一度认为，他将相当
一部分贪污、受贿的赃款用于捐赠
寺庙，这是做善事、行善举。

在法庭上，公诉人李荣辰面对
三名被告人，连发三问，义正词严，
掷地有声——

“其一，被告人田世荣利用职务
之便，勾结被告人黄升涛，一次性骗
取侵吞公款即达 1700万之巨，而当
时的大渡口区一年的财政收入还不
足 10亿元，大晟公司当时的融资工
作就是借钱来搞建设、求发展。作
为大晟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田世
荣对此困难局面比普通人有更深的
认识，却为一己贪欲，将本应用于大
渡口建设发展和民生福祉的巨款占
为己有，你于心何忍？情何以堪？
其二，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巨额的犯
罪所得，被告人田世荣至今未退缴
一分，公共利益的损失难以弥补。
你何以面对培养你的大渡口区？何
以面对 30 多万大渡口的父老乡
亲？其三，做善事是不做非分之想，
不取不义之财，而被告人田世荣用
贪污、受贿所得的不义之财来捐赠
寺庙，所谓的善举，善从何来？相反
这恰恰背离了善的理念。”

面对三问，在法庭最后陈述中，
三名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幡然醒悟，均表示认罪悔罪。
法庭将择期宣判。

据《检察日报》

贪官侵吞国有资产一千七百余万元
称赃款捐赠寺庙是做善事

检察官连发三问
被告人幡然醒悟

公诉人说案

此案涉案金额大，社会影
响大，主体特殊，犯罪手段较为
隐蔽。出庭公诉不只是要指控
犯罪，更要揭露犯罪、揭示危
害、警醒来者，所以重点在这三
个方面揭露了被告人的犯罪危
害。

一是损害公共利益。被告
人田世荣贪污 1700 万元，直接
侵吞的是国有资产。另外他还
受贿 735 万元，这些钱形式上是
对方业务单位支付的好处费，
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实际上
仍源于大晟公司所支付的高额
利息，归根结底是大渡口区广
大群众的公共利益。

二是破坏公平正义。田世
荣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收受巨额
贿赂，从表面上看，这种权钱交
易是你情我愿的“双赢”行为，
但从本质上看，这种交易必然
拉高市场交易的成本，破坏正
常经济秩序，同时将遵纪守法、
不愿参与权钱交易的市场参与
者排除在外，严重破坏社会的
公平正义。

三是侵害公职人员的职务
廉洁性。公职人员最大的身份
特征和行为特征是姓“公”,他
们基于法律授权或组织委托进
行的职务行为，必须遵循必要
的规则，而不能随心所欲，更不
能为所欲为，这是现代社会普
遍的共识。我国的法律法规、
党内纪律对公职人员廉洁履职
有着明确、严格和详尽的规定，
被告人田世荣作为国有公司的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和 党 员 领 导 干
部，利用职务之便大肆贪污受
贿，显然是对公职人员职务廉
洁性的严重侵害。

对 被 告 人 犯 罪 手 段 的 揭
露，是想让旁听者在较短时间
了解被告人经过包装、掩饰的
犯罪本质。庭上“三问”则是在
办案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田世
荣对自己的犯罪认识不深刻，
甚至他一度认为，将相当一部
分贪污、受贿的赃款用于捐赠
寺庙，这是做善事、行善举。公
诉人通过这种发问的方式对他

“猛击一掌”，可以达到使其认
识错误、真心认罪悔罪的效果。

对重庆大晟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国有独资企业）原董事
长、总经理田世荣等三人贪污、
受贿一案进行审查起诉，是重
庆市大渡口区检察院自建院以
来办理的涉案金额最大的职务
犯罪案件。

近日，重庆市大渡口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李荣辰作为该
案审查起诉的承办人，率两名
助理出庭公诉并担任第一公诉
人。在法庭上，李荣辰面对三
名被告人，义正词严，连发三
问，被告人幡然醒悟，当庭认罪
悔罪。

旁听评议

公诉人以案释法效果好
该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

关注。庭审当天，大渡口区法院将
该案庭审过程在“中国庭审公开
网”进行了现场直播，当天的点击
率达 7000人次。据悉，目前播放
量已突破 2万人次。据法院相关
人士介绍，该直播视频创下了重庆
市法院系统庭审直播点击率之最。

庭审中，公诉人和被告人围绕
控辩焦点进行充分举证、质证和辩
论，在审判长严谨的组织下，整个
庭审过程井然有序。

为推进法治建设，做好普法宣
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渡口区
人大常委会法制委组织 20余名人
大代表和大渡口区政府法制办、征
地办、大晟公司等 12家单位负责
人旁听观摩了此案庭审。在庭审

结束后，大渡口区人大常委会法制
委又召开了座谈会，组织旁听人员
对庭审进行评议。大家一致认为：
此次庭审由检察长亲自担任公诉
人，充分说明了检察院对该案的高
度重视。庭审期间，公诉人精神饱
满、言语规范、论点鲜明、论据详
实、法律适用准确，充分展示了国
家公诉人员严谨、干练、文明的良
好形象。尤其是对犯罪危害和犯
罪原因的剖析，深刻、透彻、直击要
害，是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

庭审结束后，面对前来旁听的
机关干部，公诉人李荣辰深入剖析
了田世荣从体制内的精英，蜕变为
大渡口区建区以来的“头号巨贪”
的原因。虽然客观上存在制度不
完备，制度执行不严格，对权力集

中、资金密集领域的监管，尤其是
对“一把手”的监管不到位等原因，
但从根本上讲，是田世荣世界观、
价值观、人生观等“三观”上出了问
题，是“德”上出了问题。

随着手中权力的增大，田世荣
放松思想改造，精神懈怠，热衷于

“迷信”、广交“信友”。从本案分
析，田世荣不论是选择他的“信友”
黄升涛、黄志农作为贪污、受贿的
关系人，还是将相当一部分赃款用
于捐赠寺庙，充分说明他的“三观”
已发生变化。什么理想信念、什么
党纪国法、什么为官之德，在所谓
的“法”面前尽可抛去。

李荣辰指出，本案给我们最大
的警示就是，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
必须把立德作为首要任务，心中有

党、心中有民、心中有戒,严格约束
自己的操守和行为，不逾矩、不越
轨、戒贪止欲，保持廉洁操守，筑牢
道德底线。同时要做到德治和法
治的统一，心中高悬法纪明镜，手
中紧握法纪戒尺，时刻怀有对党纪
国法的深深敬畏，如此才能不蹈田
世荣的覆辙，为国家、为社会作出
应有的贡献。

参加座谈的大渡口区政府相
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通过旁听庭审
和公诉人的案后说法，受到一次强
烈的精神震撼，也加深了对依法行
政、廉洁履职的认识，今后将坚决
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在法律的框
架下用好手中的权力，为老百姓谋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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