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房叔”方广云一案 26日上午在安
徽省庐江县法院一审宣判，法院以贪污罪、滥
用职权罪、 受贿罪判处方广云有期徒刑 20
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15万元。

方广云原任合肥市站北社区居委会党
支部书记，2012 年底，当地 12 名村民实名
举报其“非法侵占 136 套回迁安置房”，方
广云因此被称为“合肥房叔”“房老虎”。

今年 9 月 29 日，庐江县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方广云一案。 检方指控，2005 年以来，
方广云在协助原合肥市瑶海工业园区管委
会拆迁安置工作期间， 利用其负责拆迁安
置对象的资格审核、 安置费审核等职务上
的便利， 单独或伙同他人骗取安置房共计
18 套；2007 年以来， 利用职务之便受贿 6
万元； 徇私舞弊、 违规出具安置证明等材
料，致使他人非法获取安置房 45 套，造成
巨额公共财产损失。 其行为已分别构成贪
污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依法应当追究
其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电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26 日
向媒体通报， 多名跨国毒贩在江苏南通
一审被判死刑，其中参与贩卖、运输冰毒
最多者达 120 多公斤。

据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 这一
跨国贩毒案件由江苏南通警方破获，毒
品主要通过货轮运往日本， 涉案的贩毒
分子分别来自中日韩三国。审理查明，被
告人邵展刚， 香港永久性居民， 系香港
“水方”黑社会成员，跟随香港人“阿
金”从事毒品犯罪活动。 2011 年底，被告
人邵展刚受“阿金”指派负责内地毒品
犯罪联系工作。

2012 年 2 月至 2013 年 3 月，在“阿
金”指派下，被告人邵展刚多次带领“安
田”指派的被告人中野英二（日本国籍）
及仍在逃的三名来自韩国和中国台湾地
区的毒贩进入广东，与另外两名被告人王
战养或祁家增接头进行毒品交易。审理查

明，被告人邵展刚、王战养各参与贩卖、运
输冰毒 9 次，达 124 公斤；被告人祁家增
参与运输冰毒 4 次，达 96 公斤；被告人中
野英二参与贩卖、 运输冰毒 7 次， 共计
47.5 公斤；被告人金玘镐、郑坰东各参与
走私冰毒 2 次，共计 28 公斤。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邵展刚、王战
养、中野英二明知是毒品仍多次贩卖、运
输， 数量特别巨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贩
卖、运输毒品罪。被告人祁家增明知是毒
品仍多次运输，数量特别巨大，其行为已
构成运输毒品罪。被告人金玘镐、郑坰东
明知是毒品而予以走私，数量特别巨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毒品罪。 本案部分
犯罪系共同犯罪， 六被告在各自参与的
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应
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依据犯罪情节的严重性和相关法律
的规定，12 月 16 日，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

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被告人邵
展刚、王战养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 判决被告人祁家增犯运输毒
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
决被告人中野英二犯贩卖、运输毒品罪，
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
被告人金玘镐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驱逐出境； 判决被告人郑坰东犯走私毒
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驱逐出境。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介绍， 庭审和
判决过程，全程提供了韩文、日文两种文
字的翻译， 韩国和日本领事也全程旁听
了庭审和判决。判决宣告后，目前被告人
邵展刚、祁家增、中野英二已向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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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跟进：
“钱去哪儿了”叩问“权该如何用”
稿件播发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连

线新华社相关记者进行追访。节目中，组
织策划稿件的新华视点主持人谈道 ，
“对这些追问的回应有三类， 一是积极
明确，二是高度重视，三是消极应对，甚
至与公众期待对立。 而原因是思想上认
为这些钱是部门利益，可随意支配，而不
是为公众管理。 从征收标准到用途去向
均不透明，缺乏监督，缺乏市场思维让公
共资金使用更有效率。 ”

《新京报》《现代快报》、 东方卫视
等数十家媒体刊发评论， 通过百度以
“钱去哪儿了十问” 为关键词可搜索到
近 10 万个搜索结果。

《新京报》社论《“钱去哪儿了”叩问
“权该如何用”》认为，“钱去哪儿了”，实
则指向“权该如何用”。 归根结底，是一个
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的问题。 这本身也是
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言者谆谆”的追问，何以只是“听
者藐藐”呢？ 评论分析，这一方面缘于相
关部门对媒体报道、公众审视的不适应。
作为管理部门、执行部门，一直以来，早
已习惯了质问他人， 鲜有自身成为被追
问对象的可能。 这也印证了政府自身改
革的迫切与必要。另一方面，却也与权力
红利的固化有关。一定程度上，这些行政
性收费和政府基金已很难轻易撼动。 一
组“钱去哪儿了”的系列追问，不可谓问
题不尖锐。

该评论指出，“十问”云云，说到底

表明了社会公众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
回应这种情绪， 纾解这些质疑， 仅仅以
“研究”“等待” 之类的拖字诀来应对，
显然不行。根本之策，还在于搞好顶层设
计，强化内部监管，彻底公开信息，扩大
公众参与监督。

《南方都市报》 评论称， 盘点 “十
问”，一些焦点问题被重新厘清，雾里看
花的东西被揭开面纱，“糊涂账”变成了
“明白账”；然而，由于一些部门装聋作
哑或者拒不公开， 也有一些问题的进展
不尽如人意。不愿公开喜欢封闭，背后既
有官僚衙门作风在作祟， 更有巨大利益
在驱动。权力之所以能够任性，就是缺乏
监管。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阳光操作要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现代快报》评论称，收了百姓的血
汗钱、压箱底钱，要么连干了啥、剩多少
都说不清楚，要么干脆不说，或者不好好
说……对这种态度，有必要问一声：人民
的管账先生对得起人民吗？

贵州卫视在报道中说， 调查报道之
所以受老百姓欢迎，一个原因就是，只有
媒体追问了，有关部门才有动静。但面对
追问， 有关责任部门并没有站出来答疑
解惑。 追问“钱去哪儿了”固然重要，更
重要的是追问“监督去哪儿了？ ”

———网友：
问得好，还要继续问下去
对于新华社持续发问， 众多网友纷

纷点赞。 网友“ayzfzd”说：“问得好，我
相信那些涉事官员晚上睡不好了。 ”网
友“master”说：“各种政府经费，科研经

费，沉淀资金，应该全部公开。公正透明，
让群众监督。 ”

对于有关部门面对追问的态度，网
友普遍表示不满。不少网友质疑：为什么
有关部门对这些追问“装聋作哑”？媒体
追问都不回应， 这些钱的去向还有可能
暴露在阳光下吗？ 网友 “大忽悠” 说：
“为什么这些巨额资金一直都没有在阳
光下进行监管？ 对巨额资金的监管是
‘不能为还是不欲为’？ ”

有网友表示， 除了新华社的十个追
问， 生活中还有很多类似不明收费亟待
调查明白。 网友“xlxp0916”说：“应该问
问社会抚养费， 大家都懂的！ ” 网友
“daodao” 说：“有些城市靠卖车牌一年
收入数亿元，这笔钱去哪儿了，应该好好
研究一下。 ”

不少网友提出，类似交通罚款、教育
赞助等钱去哪儿了，都值得好好问一下。

据新华社电

有权就可以任性吗
———十问“钱去哪儿了”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25日，新华视点播发了《“钱去哪儿了”十问，还有哪些部门欠公
众一个交代？ 》。 稿件播发后，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和热议。

2014年，新华视点栏目陆续 10 次播发“钱去哪儿了”系列稿件，
追问各类行政事业性收费或政府基金的去向。 “收得爽快，用得糊涂，
去向成谜”，调查后的发现触目惊心，而相关部门的回应，不是“仍在
进一步研究中”，就是“尚无规定和具体办法”。 “钱去哪儿了？ ”仍欠公
众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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