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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满当天又被抓

符国宁是海南省文昌市人，2010
年 3 月任海南省旅游学校办公室主

任。然而，好景不长。2017 年 9 月 12
日，符国宁因犯交通肇事罪被法院一

审判处有期徒刑 8个月，缓刑 1年。

富有戏剧性的是，就在缓刑考验

期内，符国宁利用职务之便在负责学

校设备采购、工程招标过程中收受他

人贿赂的事情被举报。办案人员迅速

展开调查取证工作。为防止符国宁串

供，2018年 9月 14日，海口市琼山区法

院裁定撤销对符国宁适用缓刑，将其

收监执行。2019年 5月 1日，符国宁交

通肇事罪刑满释放当日，又因涉嫌受

贿罪被公安机关执行逮捕。

结案报告显示，自 2010 年至 2014
年期间，符国宁在唐某、黄某等 6人向

学校供应设备和承揽学校工程项目过

程中，利用职权非法收受黄某、唐某等

人钱款共计 92.8万元。据办案人员介

绍，突破符国宁受贿案并非易事，办案

人员制定周密的调查策略后，与符国

宁展开了第一次“交锋”。

此时的符国宁已经没有了往日办

公室主任的神气，但他仍然抱有侥幸

心理。办案人员按照预定的审查方案

逐步加强攻势。

“看来不交代难以过关，但办案机

关究竟掌握了多少证据呢？”符国宁心

里也犯嘀咕，几次想从办案人员口中

打探消息，都没能如愿。“2013年 12月

初的一天，海南鸿立科技有限公司得

知学校要采购厨房设备及多媒体教

学设备。几天后，海南鸿立科技有限

公司一位姓王的办事员通过关系找

到我，谈及设备采购项目。见他很有

诚意，我就把设备采购项目交给这家

公司去做了。事后，姓王的办事员送

我 8000 元感谢费。”符国宁权衡利弊

后交代了一笔数额较小的犯罪事实，

幻想着这样可以轻松过关。岂料，办

案人员此时已经掌握他大量的犯罪

事实。

采购设备捞好处

其实，在讯问符国宁之前，办案人

员已经顺着符国宁受贿事实这条主

线，在寻找行贿人及相关证人。然而，

行贿人和证人因为担心被追究刑事责

任，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极

力摆脱关系。针对行贿人和证人的心

理，办案人员从国家法律讲到公民作

证义务，从打击职务犯罪讲到党和政

府反腐惩贪的决心，终于打开了行贿

人和证人的心扉。

证人唐某向办案人员证实：“符国

宁是海南省旅游学校办公室主任，负

责学校教学设备采购项目，我们是海

南一家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专

门经销教学设备，当我们了解到省旅

游学校有一个造价上百万元的教学设

备采购项目后，就通过朋友打通了符

国宁这层关系。在具体交涉中，符国

宁暗示采购项目数额大，需要上会定，

需要主管办公室工作的副校长同意。

对于符国宁的点拨，我们自然心领神

会。当公司承揽到这个项目后，就送

给符国宁 10万元好处费，并叮嘱他将

其中的 5万元转交副校长。送钱之后，

无论是教学仪器设备供货、拨款还是

验收，都是一路绿灯。”

紧接着，办案人员开始与符国宁

展开第二次“交锋”。

检察官开门见山地说：“你把唐某

送你 10万元钱的情况如实交代一下。”

这一问，符国宁感到很突然。难道办

案人员掌握了自己其他几次收钱的事

儿？说了可能会加重罪行，不说又会

弄个态度不好。正在他犹豫不定之

际，办案人员提示他：“说吧，你不要以

为你的所作所为是天衣无缝的。”心理

防线彻底崩塌的符国宁交代了其他 4
次收受钱财的过程。

利用工程发横财

海南省旅游学校办公室主任，看

似官位不高，实则权力很大。符国宁

不仅负责学校各类教学设备、食堂设

备及教学、学生宿舍等设备的采购，还

负责学校全部基建工程项目。该校一

名知情教师透露，常常听到一些工程

老板们抱怨，承揽旅游学校的工程很

难，很多项目设计被要求反复修改，等

不及的工程老板只好行贿。这名教师

还透露，工程公司能否中标，就看和符

国宁的私下交易了。

案件资料显示，在符国宁后来交

代的 4次受贿中，最大的一笔是收受工

程队老板黄某送的人民币 80 万元。

2012年 6月，旅游学校启动学校 2号学

生宿舍楼改造工程。不久，黄某找到

符国宁，表示想做这个工程。符国宁

说：“这个工程有不少人想承揽，我们

要开会研究才能定，假如给你们公司

承建，不知你懂不懂工程领域的潜规

则？”黄某自然对符国宁的意思心领神

会。

在符国宁“精心关照”下，黄某挂

靠的公司在招标中一举中标。之后，

在施工和拨付工程款方面，符国宁又

给 黄 某 挂 靠 的 公 司 提 供 了 不 少 帮

助。而黄某更是接连不断地给符国

宁输送“好处”。再后来，学校的 3 号

教学楼附属工程以及实训楼等工程

项目，符国宁全部给了黄某挂靠的公

司去做。自 2012年 6月至 2014年 5月

间，黄某为感谢符国宁在工程招标、

工程施工、验收和工程款支付等方面

提供的便利，合计送给符国宁人民币

80万元。案发后，符国宁家属退赃 16
万元。

海口市琼山区法院一审以受贿罪

判处符国宁有期徒刑 3年零 6个月，并

处罚金 30万元。宣判后，符国宁不服，

向海口市中院提出上诉称，其因犯交

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8个月，缓刑

1年。一审法院认为，符国宁在缓刑考

验期内，被发现涉嫌受贿问题而被撤

销缓刑，收监执行。故请求二审法院

对所犯两罪予以“数罪并罚”。

海口市中院审理认为，符国宁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

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

92.8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

贿罪，依法应予惩处。原审判决认定

符国宁受贿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

序合法，对扣押在案赃款的处理正确，

应予维持。但原审判决未对符国宁所

犯受贿罪、交通肇事罪予以数罪并罚

不当，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海

口市中院作出裁决，以受贿罪判处符

国宁有期徒刑 3年零 6个月，并处罚金

30 万元；与之前以交通肇事罪判处的

有期徒刑 8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 3 年零 6 个月，并处罚金 30 万

元。

在法庭上，符国宁对自己所犯罪

行很后悔。他剖析说：“我走到这一

步，是这个岗位权力失控造成的。我

负责学校各类基建工程招标，基本上

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为我走上犯罪

道路埋下了祸根。再加上监督制约的

一些规定都是写在纸上，落实不到具

体工作中。如果有人能及时提醒监督

我，我也不会走这么远。”

据《检察日报》

从精准投放到大水漫灌

在周舒 65受贿案中，宁夏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

理段某最具典型，他先后“围猎”宁夏两任交通厅厅长。在对

周舒的围猎中，2007年3月，段某听说周舒要出国，便以给周舒

送点路费为名，送给周舒1万美元。2010年11月，段某听说周

舒出国，又送给周舒两万美元，称给周舒带点美元出国花。

从最初的精准投放，取得周舒的信任后，段某在周舒身

上就开始大水漫灌。经法院审理查明，2010 年至 2012 年春

节前，段某三次分别行贿 2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6年

下来，段某总共送给周舒现金共折合人民币 502万多元。

据段某供述，其所在公司承揽交通厅项目时，周舒基本

都帮过忙。因为在招标过程中存在着普遍性问题，在项目开

标后，根据报价评分一般前三名会成为预中标单位，但之后

紧接着进行强制性响应条件的审查，尽管报价评分排第一

名，如果没有周舒首肯的话，第一名也会被踢出局。宁夏路

桥报价评分第一名的情况比较多，只要能顺利承揽到工程，

说明周舒都给使了劲。

从送原始股到认购300万股票

在另一起受贿案中，经法院查明，周舒利用职务之便，接

受新疆金石沥青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新疆金石置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某某的请托，为该公司承揽宁夏

交通厅沥青采购项目，以及拨付工程款提供帮助。2007年春

节，叶某某送给周舒现金 60万元，2006年底至 2010年年初，

叶某某先后分 4次，将借用他人名义开办的 30张银行卡送给

周舒，上面存有人民币共计 390万元，周舒拿到银行卡后全部

支取，并将收受叶某某的 450万元也陆续投入到股市。

2010年下半年，叶某某找到周舒，称其将在山东省日照

市成立山东金石沥青股份有限公司，准备送给周舒 200万股

原始股。为了安全起见，股权暂时登记在他人名下。

2015年，叶某某对送给周舒 200万股原始股的事情怕被

查出，就提议周舒以每股 3元的价格再购买 100万股该公司

的原始股，连同之前送的 200万股原始股，做一份 300万元购

买 300万股原始股的转让协议，并登记在周舒的亲友名下。

至案发前，这 300万原始股从未参与过分红。

收受现金大多投入到股市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周舒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

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 1720.2715万元，为他人

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鉴于被告

人周舒的犯罪所得已全部追缴，对其可酌情从轻处罚。判被

告人周舒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13年，并处罚金 400万元。

一审宣判后，周舒不服向宁夏高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

审查了上诉人周舒上诉理由，并讯问了上诉人，对一审认定

的事实和适用法律全面审查。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

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且一审法院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

序合法，遂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据周舒自述，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他买了两支新股的认

购证，取得人生第一桶金。从此开始迷恋股市。中央解禁领

导干部不能炒股的规定后，周舒开始学金融、学炒股之道，不

仅将自己的原始积累投入到股市当中，更把之后收受的非法

收入全部投入到股市。 据《法制日报》

交通肇事刚刑满又因受贿进牢房
海南省旅游学校办公室原主任符国宁被判刑

在负责学校设备采购、工程项目招

标过程中，海南省旅游学校办公室原主

任符国宁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

贿赂共计人民币 92.8 万元。此案由海

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并

向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20年1月17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符国宁受贿案作出终审裁决，以受贿

罪判处符国宁有期徒刑 3 年零 6 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与之前因交通

肇事罪判处的有期徒刑 8 个月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零6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研究案情研究案情

日前，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周舒受贿

案二审宣判，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即以受贿罪，判

处被告人周舒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万元等。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3年至2013年，被告

人周舒利用其担任宁夏交通运输厅厅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

在承揽工程及拨付工程款中提供帮助、谋取利益，先后65次

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20.2715万元。案发后，周

舒的犯罪所得全部予以追缴。

受贿1720万元大多投入到股市

宁夏交通厅原厅长周舒
获刑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