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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集资建房款成了无息贷款
李星耀村是高青县一个普通的

村庄，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逐渐

被纳入城市社区的范围。自 2011
年 4月至 2017年 12月，李有明一直

担任李星耀社区居委会主任，2014
年 11 月起又兼任该社区党支部书

记。主任、书记一肩挑，私底下还经

营着一家建筑公司，这让李有明成

了社区里说一不二的“大人物”。

2011 年 9 月，李星耀社区居委

会决定实施棚户区改造工程，根据

居民平房的面积，每户平房置换两

套楼房。同时，根据居民房屋面积

大小，要求大户缴纳 8.5 万元，小户

缴纳 6.5 万元，共同集资建房。此

后，李星耀居委会陆续收到居民集

资建房款 1800余万元，全部存在社

区账户上，由改造项目会计李济民

（另案处理）管理。

棚户区改造项目暂时不开工，

集资款就在社区账户上一直存着。

心思活络的李有明便开始打这笔款

的主意：正好自己的企业周转需要

资金，反正钱在那里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拿出来用用。

2012 年 1 月，李有明找到了正

在给村里盖沿街商品房的杨某，提

出要借用他的建筑公司的资质去注

册混凝土公司。“村里不是要集资盖

楼吗，正好我的公司需要 850 万元

增资验资，我借来用用，过两三天就

还上。”考虑到两人多年前就认识，

杨某还和自己的弟弟做过同事，李

有明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安排会计

李济民将 850万元转到杨某公司的

账户上。而杨某也没有食言，三天

后及时将借款还上了。

省去了办贷款的手续，也不需

要支付利息，居民的集资建房款成

了李有明等人的无息贷款。2012年

2月，经李有明同意，李济民又挪用

200万元借给其妻侄，用于公司注册

验资。3月，李有明安排李济民转给

居委会支部委员董某 230万元办理

质押贷款，并安排董某将贷出来的

200万元匀出一半给自己儿子用于

企业经营。2017 年 2 月，李有明安

排李济民挪用 200 万元，用于归还

其个人欠款。

“李星耀社区要集资建房，居民

的集资建房款怎么用都是李有明说

了算。”很快这一消息在李有明的亲

戚和朋友圈中流传开来，许多向银

行贷款有困难的私营企业主也纷纷

通过关系找到李有明。

“只要自己不贪不占，用村里的

钱帮朋友周转一下资金不算什么

事。”考虑到之前的借款尽管借期有

长有短，但都能全部回款，李有明的

胆子也大了起来，对于朋友介绍的

关系和与自己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人

一概来者不拒。

肆意妄为激怒居民
“王主任，我们加油站的出入口

被人堵了，没法营业，请您给协调一

下吧。”2012年 7月 1日，位于李星耀

社区附近的中石油第 31 加油站站

长一上班就向分公司投资部主任汇

报了前天夜里发生的一件蹊跷事，

一辆翻斗车拉来一车污泥倒在加油

站的出入口，砌起了 1米高的墙。

加油站值班人员认出了倾倒污

泥的正是李星耀居委会的人。可

是，加油站才开业不久，而且是通过

中间人转租的李星耀社区的土地，

按理说双方没有什么纠纷，居委会

的人为什么要来找麻烦呢？

原来，在事发前一天的晚上，李

有明到该加油站加油，声称自己是

李星耀社区的，让值班的工作人员

给自己优惠点。遭到拒绝后，李有

明觉得丢了面子，就安排负责清运

污泥的弟弟把加油站的出入口堵

上，导致该加油站 3天无法营业，损

失营业额 6万余元。直到加油站为

居委会人员申请到每升汽油优惠

0.4元，1米多高的泥墙才被拆除。

2015 年秋，李有明在建设星耀

花园小区过程中，找到高青县自来

水公司，提出要免交自来水管道配

套费。当被告知配套费已经按照政

府文件减半征收、无法再减免后，李

有明又对自来水公司心怀不满，伺

机报复。几个月后，李有明听说自

来水公司正在社区外公路北侧安装

自来水管道，便带人前去阻拦，以施

工未经居委会同意为由，将施工车

辆和施工工具扣至居委会院内 10
余天。后因影响到星耀花园的竣工

验收，李有明才同意自来水公司取

回工具并继续施工。

在社区，大事小情都是李有明

一人说了算，就在李有明春风得意

之际，群众对他的举报材料引起了

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高

度关注。

部分挪用资金定性成焦点
2018 年 2 月 28 日，高青县监察

委接到群众反映李有明有关问题的

线索后，对李有明挪用资金问题进

行了核查。去年 1 月 15 日，李有明

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高青县公安局

刑事拘留。1 月 28 日，高青县监察

委工作人员到看守所与李有明进行

谈话，李有明对挪用资金的问题供

认不讳，遂决定对李有明立案调

查。同年 3 月 22 日，案件移送至高

青县检察院审查起诉。为确保每一

笔挪用资金定性准确，办案检察官

认真查阅证据材料，对李有明挪用

集体资金的流向与监察委工作人员

反复商榷。

经过认真审查，办案检察官发

现，自 2012年 1月至 2017年 2月，李

有明先后 8 次挪用集体资金归个

人、亲友或出借其他单位使用，涉及

金额 3180 万元。然而，自 2012 年 5
月至 11月，李有明向朋友的企业出

借 4 笔款项共计 1700 万元，由于是

打到对方企业账户上，而且由对方

企业账户予以返还，中间没有谋取

个人利益，不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刑法第 384 条第一款的解释

——“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

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

的”，故不属于挪用资金的范围。检

察官遂将上述意见反馈给监察委。

去年 4 月 19 日，高青县检察院

以挪用资金罪、寻衅滋事罪对李有

明提起公诉。9 月 24 日，高青县法

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以

寻衅滋事罪、挪用资金罪一审判处

李有明有期徒刑五年。

一审判决后，李有明以挪用 230
万元给董某办理质押贷款、寻衅滋

事行为不构成犯罪为由，向淄博市

中级法院提出上诉。去年 12月，二

审法院作出裁定，驳回李有明上诉，

维持一审判决。

据《检察日报》

“用虚假资料帮忙提取公积金，我知道

是违法的，但是想到国家不会因此损失税

收，就在利益驱使下，犯下这样的罪错。”原

四川省宜宾市地税局地产税协税员杨霞在

接受检察官讯问时这样说。

办案人员在审查相关事实时发现，2012
年 7 月 1 日，宜宾市地税局临时聘用人员杨

霞在政务中心地税窗口，主要从事存量房

屋（二手房）交易基础信息采集录入、受理

纳 税 人 资 料 并 预 审 等 相 关 工 作 。 任 职 期

间，杨霞利用职务之便帮助他人套提住房

公积金。比如，帮助莫某等人（另案处理）

先后违规套提公积金 50 余份，非法获利 60

余万元。莫某等人则通过转账、现金等方

式先后送给杨霞“感谢费”10.8 万元。有关

部门对杨霞涉嫌受贿案、莫某等人涉嫌买

卖国家机关证件案立案调查侦查，移送宜

宾市检察机关审查后，检察机关向法院提

起公诉。

在提审过程中，面对我们的讯问，杨霞

深知自己的罪行，决定对此事和盘托出，脸

上表现出后悔的表情。“我审查他提供的资

料，发现资料是伪造的，并询问他此事，他

遮掩不过去，只好告诉我他正在做假资料

提取公积金这个‘业务’。这个业务并不损

害国家利益。他希望我能提供帮助，并说

每户给我‘好处费’2000 元。我没同意。他

又提出每户给我‘感谢费’2500 元。经不起

其花言巧语和利益的诱惑，我想到套提公

积金国家没有损失税钱，还有不少‘好处’，

就没再拒绝了。”杨霞的供述让我们大为吃

惊。

按其说法，没有损害国家利益，为什么

会构成犯罪呢？杨霞身为行政机关工作人

员，明知莫某及其同伙提交办理契税缴纳

业务的二手房交易资料是伪造的，仍审核

通过房屋交易纳税业务，并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但

考虑到杨霞主动投案，出具受贿问题的自

书材料，详细交代受贿过程，主动认罪悔

罪，并退清全部赃款，检察官建议法庭从宽

量刑。最终，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建议，

判处杨霞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

金 10 万元。

分析这个案子，我们看到部分国家工作

人员以权谋私、以身试法的犯罪行为，让国

家行政机关蒙羞。为此，建议行政机关对

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的同时，还应注重

法治教育、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同

时，还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助力营造风

清气正的工作环境。

据正义网

协税员收受贿赂，帮助违规套提公积金

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一居委会主任身犯两罪获刑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一居委会主任身犯两罪获刑55年年

“反正钱在那里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拿出来用
用。”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李星耀社区居委会原党
支部书记、主任李有明最终吃了“心思活络”的亏。
前不久，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决，维持
一审法院判决，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李有明有期徒刑
4年，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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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集资建房款148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