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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到一线“指导检查”

“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1982
年高考落榜后，在陵水县南湾珍贵

动物保护区管理站任技术员，是一

名临时工，主要工作是驯猴。”审查

调查人员告诉记者。后来在组织

的帮助和支持下，他去读了成教，

拿到了大专文凭，还转了干。

就这样，从海南省野生动植物

自然保护站副主任科员、副站长，

到海南省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中

心副主任、主任，海南省野生动植

物保护管理局局长，再到海南省森

林公安局党委书记、政委，海南省

林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春

东一路走上了副厅级领导岗位。

“随着职位的不断升迁，王春

东的心态也在不断变化。但他的

变化，并不是在思想上追求进步、

业务上苦心钻研。”有关负责人介

绍。

尤其是当上海南省野生动植

物自然保护中心副主任后，王春东

发现除了手中有权之外，自己的生

活水平没有任何提高，而一些资历

比他浅、级别比他低的人却出手大

方，穿名牌、坐名车。一番比较后，

他的内心很不平衡。

步 步 高 升 的 王 春 东 慢 慢 地

“悟”出了权力与金钱的特殊关系，

把心思全都用在想方设法捞钱谋

利上了。

实地“检查”是王春东的惯用

伎俩。王春东平时比较注重到基

层一线去抓落实、抓工作具体化。

然而，王春东爱到一线，是否真是

他自己宣称的务实工作？

“他经常不打招呼、不带同事，

一个人跑到项目工地去检查。”据

某装饰工程公司负责人介绍，王春

东实地检查时，经常鸡蛋里挑骨

头，随意要求更改施工计划，给施

工增加不少难度，让施工方苦不堪

言。后来，王春东开口说需要用

钱，这名负责人便立即送过去。

与某装饰工程公司一样，遇到

类似问题的不在少数。海南某景

观公司曾中标临高某退塘还林工

程项目，因不堪忍受王春东多次到

现场“检查”，并“指导”其更改方

案，公司负责人方某特意到王春东

办公室送给他 3万元“疏通费”，请

他多多关照。王春东二话不说便

收下了。

四处“打招呼”插手工程

为了发财，王春东将手中的权

力可谓是用到了极致。

据介绍，在任海南省林业厅副

厅长期间，王春东先后分管营林

处、森林资源管理处、行政审批办

公室、省林业项目办等部门工作。

虽然不直接管项目，但王春东却常

常利用挂点监督单位之便，违规给

市县林业局或相关部门“打招呼”，

要求把项目交给他指定的公司。

2014年至 2016年间，王春东就

曾多次向陵水县林业局、乐东县林

业局、海南抱龙林场等单位有关负

责人打招呼，要求他们把工程项目

交给其同学李某的公司承接。

打个招呼对王春东来说，太容

易不过了。不过，没有好处，他是

断然不会做的。

摸准王春东脉搏的不法商人，

为了承揽项目，变着法儿地给他好

处：有的逢年过节拜访一下，送个

红包；有的只要王春东一个电话，

就送上一箱箱名酒；有的专门在饭

店办理会员卡，供王春东及其家人

消费；还有的甚至直接奉上数十万

元上百万元。

把老板当做“提款机”

更令人讶异的是，沉浸在利欲

中无法自拔的王春东，已然不满足

于坐等商人老板送钱了——看上

了 10万元的花梨、沉香制品，便打

电话叫商人老板来支付；想给家里

购置一批红木家具，便让商人老板

陪他去外省挑选，并让其支付了 32
万元家具款；女儿读书上学需要

钱，便让商人老板从中斡旋、支付

费用……

“不仅如此，他还找各种借口，

向商人老板索要钱款。比如，以报

批项目办理手续需要费用为由，向

某公司负责人兰某索要 20万元；以

家中建房缺钱为由，向某公司负责

人毛某索要 25万元……”审查调查

人员告诉记者，在王春东眼里，商

人老板俨然成了他的“提款机”。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日前，由宁夏回族自治区

吴忠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原

党组成员、副厅长陈淑惠受贿

案，在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宣判。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

陈淑惠在担任银川市兴庆区委

副书记、区政府区长，灵武市委

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市长期

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

款拨付、项目审批等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先后非法收受 30

个单位及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

民币 546.66 万余元、两万英镑、

3万美元。

由于陈淑惠主动交代了办

案人员尚未掌握的犯罪线索且

查证属实，认罪认罚，法院最终

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受

贿违法所得财物依法予以没

收，上缴国库。

52 岁的陈淑惠自从政以

来，秉持吃苦能干的“女强人”

作风，从基层一路打拼，官至厅

级。那么，是什么将她拖进了

腐败的泥潭、使其人生从巅峰

跌入谷底？

有心人追堵
女市长以权换利

2008年 12月，陈淑惠担任银川

市兴庆区区长时，在工作中结识了

宁夏某集团公司董事长郑某。

2009年 11月，陈淑惠调任灵武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此时

正值宁夏某集团公司在灵武市代

建城市改造安置房工程。陈淑惠

刚刚走马上任，郑某便主动找上

门，请她在灵武市代建城市改造经

济适用房、安置房中提供帮助，并

邀请她到其公司正在开发的银川

市金凤区某小区看一看。

陈淑惠不但去看了小区，还看

中了一套 230 平方米的房子，房款

合计 101万元。她付完一半首付款

后，郑某安排手下人为陈淑惠支付

了 51 万余元尾款，并办理购房手

续。陈淑惠在这套房上得了郑某

的好处，也为郑某的集团公司打开

了承建灵武市保障性住房和安置

房建设项目的方便之门。

银川某建筑公司项目经理刘

某对陈淑惠的感情投资则更是“用

心良苦”。高中毕业的刘某很早便

投身于个体承包行业，一直挂靠在

银川某建筑公司承揽工程，后在该

公 司 担 任 项 目 经 理 。 2008 年 至

2012年，刘某以银川某建筑公司的

名义，借用该公司资质，先后在银

川市兴庆区和灵武市承建了多个

小学及保障性住房、廉租房建设项

目。

据统计，2009 年至 2012 年，刘

某利用春节、中秋等传统节假日，

先后 10 次送给陈淑惠共计 160 万

元现金。通过长期的“感情培养”，

刘某成为陈淑惠信赖的人。陈淑

惠利用手中权力，在银川市兴庆

区、灵武市的多个工程建设及工程

款支付方面多次为刘某提供帮助。

身陷权钱交易泥沼的陈淑惠

也 曾 在 利 益 与 良 心 之 间 徘 徊 。

2013年 5月，倍感压力的她将 30万

元现金退给了刘某，但由于侥幸心

理作祟，她未能就此收手。

大搞权钱交易
节假日成敛财“黄金期”

2009年，陈淑惠在工作中结识

了 灵 武 市 某 集 团 公 司 董 事 长 马

某。因马某的女婿是陈淑惠丈夫

的远房亲戚，两家沾亲带故，交往

便日渐密切起来。

2010年春节前，马某以拜年为

由为陈淑惠送去 5 万元，请她支持

其集团公司的发展，一举搭上了陈

淑惠的“权力快车”。此后每逢节

假日，马某都要到陈淑惠处拜访，

表一表心意。2010 年至 2012 年春

节前，2010年、2011年中秋节前，马

某先后 5次在陈淑惠住宅送给其现

金共计 70 万元；2010 年 8 月、2011
年四五月份，他又先后在灵武市政

府陈淑惠办公室送给其两万英镑

和 20万元人民币。

马某密集献殷勤，最终赢得了

陈淑惠的信任。2010 年至 2012 年

间，陈淑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

申请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羊绒产业

园项目等方面，帮助马某的集团公

司陆续获得财政资金补贴合计两

亿元。

不止马某，与陈淑惠拉关系的

老板们，基本都盯上了各种传统节

假日。这些特殊时间节点，渐渐成

了陈淑惠大搞钱权交易的“黄金

期”。

2018 年 9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

纪委监委在审查调查自治区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李建军违

纪违法案件过程中，发现时任灵武

市市长陈淑惠收受宁夏某公路工

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某现金

120万元且 40万元予以退还的问题

线索，由此揭开了陈淑惠受贿案的

全貌。

主动坦白交代
认罪认罚从宽处理

去年 12月，宁夏回族自治区纪

委监委对陈淑惠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予以立案审查调查。在审查调

查过程中，陈淑惠如实供述自己的

违纪违法事实，主动交代了余某向

其行贿的全部事实，并主动报告了

组织尚未掌握的多次收受民营企

业老板马某、王某、万某等 7人财物

的问题。经查证，陈淑惠主动报告

组织尚未掌握的问题线索全部属

实。

今年 1 月，陈淑惠受贿案由宁

夏回族自治区监察委调查终结，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宁夏回族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

贿罪对陈淑惠决定逮捕。2 月，该

案由吴忠市检察院依法向吴忠市

中院提起公诉。

日前，该案公开宣判。因陈淑

惠到案后，如实交代了监察机关尚

未掌握的其他绝大部分受贿犯罪

事实，在案发前又主动向部分行贿

人退赃合计 158 万元，案发后积极

退缴剩余全部赃款。在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及法院审理期间，认罪认

罚，确有悔改表现，应当从轻处罚，

法院遂以被告人陈淑惠犯受贿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 10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 60万元，受贿违法所得财物依

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据《检察日报》

身陷权钱交易泥沼的陈淑惠也一度在利益与良心之间徘徊。倍感

压力的她曾将30万元现金退还给行贿人，但由于侥幸心理作祟，她终究

未能就此收手——

“检查”只为收取“疏通费”

2017 年 7 月，海南省纪委关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

次通报，让时任海南省林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春东受到

广泛关注，并被网友冠以“任性”副厅长的称号——109次会

议，他以各种借口缺席63次；5天的党校学习，他安排司机等

人顶替上课两天……因违反工作纪律，王春东受到党内警

告、行政记过处分，改任海南省林业厅副巡视员。

然而，不到一年时间，王春东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

受海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04年至2017年，王春东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捞钱，共收

受、索取人民币 428.28 万元、港币 40 万。最终，王春东被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剥夺政治权利两

年，并处罚金90万元。

海南省原林业厅副巡视员王春东爱到一线“指导检查”

“女强人”难过金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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