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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眼里的低调人

去年 9 月，淮安市洪泽区监察

委依法对赵建东违法问题立案调

查，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在当地引

起强烈震动。

作为当地上世纪 90 年代最早

一批被组织提拔使用的干部，赵建

东 25岁就走上领导岗位，先后担任

洪泽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镇长、镇党

委书记、县信息中心主任、县（区）人

防办主任等职务。“在洪泽当地工作

30余年，赵建东给人的感觉一直是

很低调、不显山、不露水的那种。”当

地一名熟悉赵建东的干部说道。

赵建东被调查前担任当地人防

办主任，负责城市建设项目人防工

程管理，属于典型的“香饽饽”。赵

建东被调查后，很多人都猜测赵建

东也是栽在人防项目审批上。然

而，监委的调查结果却让所有人颇

为意外。

低调人干出糊涂事

2004 年 2 月，经过一段时间基

层历练后，时年 41岁的赵建东被任

命为洪泽县信息中心主任，负责外

宣工作。起初，赵建东工作一直都

很努力，所负责的工作也多次得到

肯定。然而，一次偶然的发现，却让

这位低调人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

2008年 10月，赵建东负责的信

息中心与淮安一家印刷厂签订了一

份合同，负责当地一份内部参考资

料的印刷。按照合同约定，该资料

印刷费为 0.4元每张。半年后，在一

次系统内的交流活动中，赵建东意

外发现周边地区也和该印刷厂签订

了类似合同，价格却是每张 0.38元。

“虽然每张印刷费仅便宜 2 分

钱，但是因为量很大，可以省下不少

钱……”得知情况后，赵建东第一时

间联系了印刷厂老总。获知来意

后，对方很爽快，同意降价。但是，

由于当初签订印刷费是通过招标确

定的，价格无法降低，印刷厂老总提

出可以按照每张返点 2分钱的形式

完成“降价”。

2009年 10月，印刷厂老总单独

邀请赵建东到办公室“喝茶”，并将

当年返点的 2.2 万元交给了赵建

东。一贯谨慎的赵建东起初对这笔

返点很小心，提出将钱放到公用账

户上。但是，对方一句“行内的规

矩，返点都是给负责人”的提醒，最

终还是让其放下了戒心。第一笔

2.2万元锁在办公室柜子半年后，被

赵建东用于私人开销。 2010 年 5
月，第二笔 1.61万元返点如期到达，

最终也被赵建东收入囊中。

此后，每当经济上遇到困难，他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找印刷厂救

急。9年间，赵建东将自己管理的资

料印刷工作变成了个人贪腐的“工

具”，通过虚增印刷费、建立“账外

账”等方式，先后套取 20余万元。

朋友圈内多途径敛财

2013 年 2 月，赵建东卸任信息

中心主任，接替此前因违纪被处理

的洪泽县人防办原主任夏某。此

时，人防办因主要负责人被处理，正

处于整改期，刚履新不久的赵建东

还算收敛。但仅仅过了一年，随着

手上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赵建东

逐渐迷失本性，在贪腐的路上渐行

渐远。

人防办负责当地房地产配套人

防项目的审批、核查以及人防异地

建设项目费用的征收，身为单位“一

把手”的赵建东很快便成了众多房

地产老板围猎的“重点目标”。

几年的时间，赵建东的朋友圈

越来越广，当地的很多开发商都成

了他家中的常客，过去的低调人胆

子也逐渐大起来。2014 年 5 月，一

家开发企业负责人因人防项目验收

遭遇“麻烦”，找到了赵建东。考虑

到之前父母生病、搬家时，对方都送

来不菲的礼金，赵建东一边要求该

负责人对项目进行整改，一边专门

安排人到市里活动，帮助其掩盖问

题，最终项目顺利过关，而赵建东也

收获了 3万元感谢费。

经查实，从 2011年 3月至去年 3
月，赵建东利用担任洪泽县信息中

心主任和县（区）人防办主任的便

利，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

民币 9.4 万元，其中 8.9 万元来自 6
名房地产开发商的各种礼金和感谢

费。

除了收感谢费，赵建东还多途

径敛财，甚至连上级帮扶资金都没

放过。2015 年，赵建东为人防办挂

钩帮扶的一村集体争取了上级帮扶

资金人民币 10 万元。帮扶资金到

账后，赵建东安排人专门到帮扶村

领取了 1.5万元的帮扶感谢费，并将

其中的 8000元占为己有。

上交全部贪腐所得

去年 6 月，淮安市委巡察办在

巡察过程中发现了赵建东贪污、受

贿线索。当年 8 月 28 日，洪泽区监

察委对赵建东有关问题进行初核，

并很快掌握了赵建东贪污、受贿一

系列犯罪事实。同年 9 月 27 日，依

法对赵建东采取留置措施。11 月

13日，将此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在审查起诉期间，承办检察官

认真审阅了此案的全部事实证据材

料，依法先后 6次讯问了赵建东。

去年 12月 11日，淮安市洪泽区

检察院依法对赵建东提起公诉。检

察机关在公诉中指控：2009 年 9 月

至去年 5 月，被告人赵建东先后利

用担任洪泽县信息中心主任、县

（区）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等职务便

利，单独或与他人共同侵吞公款人

民币 22.63 万元，个人实得人民币

22.43 万元，用于个人支出。同时，

在 2011 年 3 月至去年 3 月，赵建东

还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多次非法收

受多家开发企业负责人 9.4 万元财

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

面对铁证如山，赵建东这个曾

经的低调人懊悔不已，他在看守所

写下了长达 28页的悔过书，主动要

求将自己历年贪腐所得全部上交。

据《检察日报》

赌球

去年 6 月 8 日前后，正值俄罗斯世界杯

足球赛期间，酷爱网上赌球的张某在一赌博

网站下的一个子网站注册成会员，参与网上

赌球活动。去年 6 月 12 日，廖某向张某询问

有无境外赌球账号。这时，张某打了一个歪

主意。次日，张某利用自己的赌球账号生成

1 个虚拟子账号提供给廖某使用，接受对方

的投注用于赌博。同时，在廖某的担保下，

张某又连续生成另外 3 个虚拟子账号，提供

给廖某的朋友陈某使用，并接受陈某的投注

用于赌博。此外，陈某将其中 1 个账号提供

给自己的朋友龙某参赌。虽然张某提供的 4
个虚拟子账号只能虚拟投注，但可根据世界

杯比赛实际情况计算出虚拟的输赢金额。

张某根据廖某、陈某等人的需求，对该 4个虚

拟子账号统一对接，网下以现金结账的方式

进行赌博。

网上赌球期间，张某与廖某、陈某通过手

机微信进行教授赌博账号使用方法、传输赌

博结算单、查看赌博结果等信息的交流确认，

并通过微信现金转账方式双方进行结账。去

年 6月 18日至去年 7月 9日期间，张某接受廖

某、陈某、龙某等人投注赌资共计 615335元，

双方进行了 4次结账，张某从中获利 5473元。

公诉

去年 7 月 12 日，张某因涉嫌犯赌博罪在

桂林市叠彩区一居民楼下被公安民警抓获。

公诉机关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认为，被告人张某以营利为目的，在计算机网

络建立赌博网站，接受投注，赌资数额累计达

615335元，情节严重，应当以开设赌场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庭审现场，被告人张某对公诉机关的指

控无异议，当庭表示认罪。

但是，张某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

告人张某犯开设赌场罪有异议。辩护人认

为：本案事实符合赌博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

张某没有在计算机网络开设网站，其仅仅借

鉴了网络的计算模式，也没有吸引外人来参

赌，故张某的行为不符合在网络上开设赌场

的构成要件。

因此被告人张某的行为是构成开设赌场

罪还是赌博罪，成为庭审现场的焦点问题。

领刑

秀峰区法院审理认为，开设赌场是指开

设专门用于赌博的场所的行为，侧重点是为

赌博提供场所、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具、筹

码、资金等组织赌博的行为，行为人对其所开

设的赌场具有管理和控制性，赌场具有半公

开性，赌场开设的时间、地点、性质等被一定

范围的社会公众所知晓。而赌博罪中的“聚

众赌博”，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组织 3人以上赌

博，赌资数额累计达到 5万元以上的行为，聚

众赌博的行为人对赌场一般没有管理和控制

权限，不是通过帮助赌场的经营来使自己获

利，而是通过组织他人参赌来实现自己的营

利目的，具有规模较小及一定的隐密性。

本案中，被告人张某通过其在赌博网站

登记的会员账号，设置可以进行虚拟下注的

子账号，该虚拟下注的子账号只能模拟投注，

不能直接向网站充值、投注，拿到该虚拟子账

号的人如果需要在赌博网站参赌，只能将赌

资交与被告人张某通过主账号进行投注。被

告人张某在朋友向其了解赌球情况后，其将

虚拟子账号交给朋友，并接受投注，但其没有

将收到的赌资转给赌博网站，而是参照赌博

网站开出的赔率及计算的结果与投注人进行

对赌。综上，张某的行为系利用赌博网站的

赌博方式，利用赌博网站的信息在接受他人

投注后与他人对赌的行为，不涉及对赌博场

所的设立以及管理和控制。

此外，被告人张某不是通过赌场的经营

来使自己获利，而是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召

集、组织并直接与他人赌博来实现自己的营

利目的，也就是与他人直接进行赌博的行

为。因此，被告人张某的行为不符合开设赌

场罪的行为性质。被告人张某组织 3人以上

赌博，赌资数额累计达到 5万元以上，符合赌

博罪中“聚众赌博”的规定，故法院认为被告

人张某构成赌博罪。

综上，秀峰区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张某以

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其行为触犯《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 303 条第 1 款之规定，构成

赌博罪。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构成开

设赌场罪的意见，该院不予支持。

据此，秀峰区法院一审遂作处前述判决。

据《法制时报》

栽在2分钱返点上的低调人

7月4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原洪泽县，2016年撤县设区）人防办原主任赵建东贪污受贿案，经洪泽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一审判处赵建东有期徒刑3年零两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他向赌友提供虚拟账号获利

张某酷爱网上赌球，于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利用虚拟账号供赌友赌球。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

市秀峰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了此案。庭审期间，张某的行为是构成开设赌场罪还是赌博罪成为争议的焦点。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张某犯赌博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零9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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