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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 25 年后，黑龙江省海林市人民检
察院技术室原副主任陈志伟涉嫌杀人的往
事，被省纪委、监委披露。2018 年 11 月 1
日，黑龙江省纪委通报陈志伟涉恶腐败案
的其中一条显示：与人发生口角，持枪射击
造成他人死亡，涉嫌故意杀人。

枪案发生在 1993 年 1 月，海林市金座
歌厅内，在检察院工作的陈志伟因与人争
抢麦克风，发生口角。争执过程中，他拔出
手 枪 ，连 开 三 枪 ，打 中 歌 厅 女 歌 手 爱 夫
（音），致其死亡。

命案在当地引发轰动，但案发后，陈志
伟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反而在 4 个月
后，被海林市人民检察院录用，成为一名正
式国家干部。

黑龙江省纪委通报及牡丹江当地媒体
报道显示，涉嫌故意杀人的陈志伟未受任
何处分，源于当时多名领导的包庇：海林市
（县）委书记干预、阻挠案件办理；两任公
安局长久拖不办；检察院检察长拖延处理；
法制科科员遗失卷宗。

上述黑龙江省纪委的通报称，该案件
涉及的 14 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受到处
分。其中，丢失卷宗的韩国军，受到行政降
级处分；拖案不办的海林市公安局原局长
韩宝林，受到开除党籍处分，降低退休待
遇，按科员确定基本退休费和补贴；违规录
用陈志伟的海林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郭
世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018 年 9 月，海林市人民检察院技术
室原副主任陈志伟，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

女歌手中枪死亡

事情过去 25 年，爱夫的好友刘唐（化
名）仍能清晰地回忆事发前后的场景。她
向记者透露，当时，爱夫中枪后，就倒在她
怀里。

刘唐回忆，家住海林市二十二林场的爱
夫面容姣好，身高 1.7米左右，大眼睛、长头
发，唱歌也好听。当时在金座歌厅当歌手。

事发当晚，刘唐去歌厅找爱夫玩。她
记得，那天，爱夫穿了一件薄薄的高领毛
衫，一双白色靴子，外面披着当年流行的军
用大衣。

当晚，在海林检察院工作的陈志伟和
朋友到歌厅玩耍。恰巧，当地多名社会人
士也在歌厅。由于歌厅内只有两个麦克
风，两拨人因争抢麦克风发生不快。

刘唐向记者描述，当地一名社会人士
对陈志伟说，鸡西来朋友了，想要先用麦克
风唱歌。但陈志伟没有同意，说他也有朋
友在。于是两者发生口角，后演变为冲
突。刘唐记得，当时陈志伟被人用香槟瓶
砸到，脸上有血迹。

当时，爱夫正在前台后侧冲咖啡，刘唐
则站在她旁边。“当时，爱夫弯腰，把头埋
下去冲咖啡。”刘唐说，突然，陈志伟拔出
枪开了两枪，第一枪打到歌厅上方的大棚，
第二枪打到茶几的玻璃上。

爱夫并不知道是枪声，她还问刘唐，
“怎么放炮了呢？”刘唐告诉爱夫，有人开
枪了。爱夫直起身子往外看。这时，陈志
伟开了第三枪，打到爱夫的心脏部位。

中枪后的爱夫头一歪，倒在刘唐怀
里。随后，被送往海林医院，但不幸死亡。

多个信源向记者证实了上述歌厅命
案。2018 年 11 月 1 日，黑龙江省纪委、监
委的通报也提到，1993年 1月，陈志伟与人
发生口角，持枪射击造成他人死亡，涉嫌故
意杀人。

刘唐说，事后，陈志伟向死者家属赔偿
八万元。爱夫的家人随后搬离海林市，定
居山东日照。

涉嫌杀人者成检察院干部

命案在当地引发轰动，但案发后，涉嫌
杀人的陈志伟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反
而在 4个月后，被海林市人民检察院录用，
成为一名正式国家干部。落马前，陈担任
海林市人民检察院技术室副主任。

海林当地长期举报陈志伟的庞敬敏，
在 2017年 6月 25日的举报材料中提到，陈
志伟面对歌厅里那么多人，胆大妄为，连开

三枪，明显是故意杀人。“这么大的一起杀
人案件为什么能压下来？就是当时海林市
公安局的领导韩宝林亲自运作保护，才使
其化险为夷。”

庞敬敏提到，案发后，“海林市公安局
非但没有公正办案，反而找各种理由压案、
拖案，千方百计为陈志伟解脱，最后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

接近此案的吴东春（化名）告诉记者，
案发后，海林市公安局刑警队的侦查员迅
速赶到现场，但蹊跷的是，这起刑事案件后
续的侦办，并未交给刑警队，而是交由治安
大队办理，“领导这么安排，是出于什么考
虑，我并不知情。”

案发当年，海林的市委书记是孙登
学。据牡丹江当地媒体 11 月 3 日报道，孙
登学为使陈志伟免予刑事处罚，不仅说情、
打招呼，还直接干预和阻挠案件的依法办
理。时任公安局局长吴连成、法制科科长
周元龙，不依法履职，包庇陈志伟，还充当
其“保护伞”。

同年 8 月，韩宝林升任海林市公安局
党委书记、局长。对陈志伟涉嫌刑事犯罪
案件，他同样采取“有案不办”的态度，久
拖未决，使陈志伟未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此后，命案卷宗的丢失，直接影响和阻
碍了案件的侦办。据省纪委通报，1993年，
陈志伟涉嫌故意杀人案调查卷宗，存放于海
林市公安局法制科。时任法制科科员韩国
军未认真履行保管职责，导致卷宗遗失。

不愿具名的消息源向记者透露，韩宝
林和韩国军系父子关系。2018 年 11 月 15
日，记者致电韩国军，问及此事及相关案情
时，其未予以否认，也未作任何回应。

庞敬敏提到，韩宝林如此卖力地平息
此案，主要目的是与陈志伟的父亲陈富清
达到互惠互利。

记者调查得知，陈富清本是海林旧街
乡的农民，早些年，家境贫寒，靠拉大车为
生。后来，陈富清来到牡丹江接壤的鸡西
市。在这个号称黑龙江“四大煤城”之首的
城市，他通过煤矿生意发家致富。

据海林当地人士介绍，上世纪 90年代
的时候，陈富清已经被冠以“陈百万”“暴
发户”的名号。当时，当地一名公务员的月
工资不过 90余元。

庞敬敏告诉记者，案发后，陈富清给海
林市公安局十余名警察各买了一件 2000
多元的高级皮夹克，还出资在山东烟台牟
平养马岛建了一个疗养院，“疗养院建成
后，公安干警轮流休养，陈富清出资全程接
待公安局中层以上的干部。”

对此，黑龙江省纪委的通报予以佐
证。通报提到，1994 年初，韩宝林要求陈
志伟父亲陈富清出资在山东烟台购买两栋
别墅，供公安干警疗养休假使用，并纵容、
放任陈富清在海林市公安局“吃空饷”。

此外，时任海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郭世昌，拖延处理、蓄意包庇，使陈志伟未
受到任何处分，1993年 5月，在陈志伟不具
备吸收录用为国家干部条件的情况下，郭
世昌同意将其列入录用范围，使正处于被
刑事侦查期间的陈志伟，违规被吸收录用
为国家干部。

曾任海林市政协副主席的一名退休干
部告诉记者，当时海林部分领导干部信仰
丧失，因此，出现了一些用金钱摆平案件的

情况。此外，一些领导之间的关系错综复
杂，紧密交织，也为案件的不了了之提供了
可能。

毁地采沙纠纷招来持续举报

黑龙江省纪委的通报显示，除涉嫌故意
杀人外，陈志伟还涉嫌参与并实际经营典当
公司；违法高息放贷，借机强取豪夺，非法获
利数额巨大；非法拘禁，纠集社会人员，限制
未偿还借贷利息人员的人身自由；寻衅滋
事，殴打他人致轻伤；非法采矿，占用毁坏耕
地；弄虚作假，骗取干部和党员身份。

今年 49 岁的王月颖和她的儿子庞敬
敏，坚持举报陈志伟已有三年。他们是海
林市石河镇卢家村人。起先，二人举报陈
志伟等人非法采沙，破坏其承包的耕地。

庞敬敏告诉记者，1996 年 2 月 14 日，
他的大伯庞忠省，和卢家村签订了土地承
包合同书，承包了该村鞭炮厂以东以北的
土地。面积共 106.80 亩，承包期限三十
年。合同签订后，庞忠省将地块转包给他
们经营、耕种。

承包地临近海浪河，有采沙的便利。
庞敬敏说，2011 年，陈志伟找到他，说想要
在此开办一家采沙场。陈志伟之所以联系
他，是因为他曾干过沙场，另外，他和陈志
伟的儿子当时是朋友。

庞敬敏说，当时，双方有口头协议，陈
志伟等人占用庞家的部分地块，做运输通
道。条件是，给庞敬敏不低于 10%的股份，
并帮助办理土地使用证及一处库房的房产
证。“之后，陈志伟完全违背约定，不仅把
河里采的沙子、机器设备堆放到耕地上。
为了采沙，还将 800多棵树砍伐，将土地挖
成大坑，现在被破坏的耕地，已经没有办法
再耕种。”

庞敬敏称，当年，采沙场开始经营前
夕，他被陈志伟踢出局，并未参与其中的经
营。他还告诉记者，他并不知道陈志伟等
人会破坏耕地，直到 2015 年才发现，所以
那时才开始举报。

但与陈志伟关系亲近的人士对此提出
不同的说法。他说，当时，庞敬敏主动找到
陈志伟的儿子，提出合伙开沙场的想法。
庞敬敏不仅知道采沙场会破坏耕地，还深
度参与了采沙场的经营。对于庞敬敏母子
的举报，这名人士解释称，由于陈志伟是公
职人员，他们掌握了这些“黑料”后，想以
此讹钱。

据庞敬敏介绍，2015年 5月，他们家属
向海林市公安局、国土资源局举报此事后，
陈志伟让其儿子与手下董兵签订了一份协
议，内容是将沙场转包给董兵，日期提前签
在 2012 年 4 月 13 日，意在让董兵做“替罪
羊”。但是，卢家村村支书胡克清对此予以
否认，他说，并不存在虚构日期的情况。

2015 年 10 月 9 日，海林市国土资源局
书面答复王月颖称，董兵并未办理采矿许
可证，属非法占用土地、无证采矿，涉嫌违
法。

王月颖称，此案移交到公安机关后，国
土资源局向公安机关提供了一份说明，称
无法确定非法采矿的具体数量。对于砍伐
树木的问题，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出具的
情况说明称，现场已成为水坑，无直接证据
证明树木被毁坏。

2015年 10月 13日，董兵向海林市公安

局投案。2016 年 8 月 16 日，海林市人民法
院对此案作出判决，法院认为，董兵违反土
地管理法规，未经法定程序审批，非法占用
农用地堆放沙石，造成 49.36亩基本农田种
植条件严重损坏，构成非法占用农地罪，判
处有期徒刑 7个月，缓刑一年。

先将沙场转给董兵，让董兵顶罪，再通
过运作，使董兵的重罪变轻罪。在王月颖
看来，这均是陈志伟的把戏。

她曾举报时任海林市国土资源局监察
局长石晓波，称其策划、故意出伪证为陈志
伟、董兵脱罪。此次黑龙江省纪委的通报
中也提到，2012 年至 2014 年，石晓波发现
陈志伟的沙场从事非法采沙活动，但未依
法对其非法采沙行为及时制止和立案查
处，致使陈志伟非法采沙、破坏耕地行为持
续发生，获取巨额利益。

除了石晓波外，陈志伟还得到时任国
土资源局局长的庇护。上述通报称，2014
年，经卫星图片核查后，海林市国土资源局
党组书记、局长王晔明知陈志伟经营的沙
场存在非法采沙行为，但未责成国土执法
监察局立案查处，并为逃避追责认定该沙
场不存在违法行为，导致陈志伟非法采沙
获利 700余万元。

此外，记者核实，陈志伟被抓后，董兵
接受警方讯问时翻供称，上述事件均为陈
志伟指使。

陈家的商业版图

成为国家正式干部后，陈志伟在海林
市铺开了家族的商业版图。庞敬敏提到，
陈志伟的多名亲属在司法机关任职，其实
际控制、经营的产业，遍布海林市。

庞敬敏称，董兵是陈志伟的“大管家”，
是陈志伟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具体执行
者。亲近陈志伟的人告诉记者，陈志伟和
董兵私交确实不错，但两者是否有利益方
面的交换，他并不清楚。

庞敬敏称，陈志伟转移到他人名下的
财产有：海林市一处约 5000 平方米的“九
龙婚纱影楼”；约 3000平方米的“金太阳洗
浴中心”；还有通过放高利贷获取巨额利润
的“九龙典当有限公司”。

记者通过“天眼查”发现，海林市九龙
典当有限公司注册日期是 2005 年 8 月 23
日，注册资金为 1000万元。

2015年 10月 19日以来，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经过多次变更，陈志伟的父亲陈富清、
妻子陈珊珊陆续退出，如今的法定代表人
为于良杰。但是股权穿透图显示，该公司
的最终受益人，仍为认缴 400 万元的陈富
清和认缴 200万元的陈珊珊二人。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九龙典当公司外，
陈富清担任高管的公司共 5 家。其中，两
家位于海林，一家是九龙婚纱摄影有限公
司，另一家是天福采石有限公司。

天福采石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建筑装
饰用石开采、销售，法定代表人是与陈志伟
关系密切的董兵，但最终受益人为陈富
清。此外，董兵还担任海林金太阳洗浴中
心的法定代表人。

陈志伟的儿子参与经营的公司有四
家。除了担任九龙餐饮的法定代表人外，
他还以 51%的出资比例成为海林市九龙鹿
业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另外，他认缴 220万
元的资金，成为牡丹江市泓信典当公司的
股东，占股比例 22%。陈志伟的妻子则涉
足拍卖业、批发业和畜牧业等多个行业。

陈志伟被纪委通报后，11 月 12 日，记
者实地探访发现，九龙典当公司目前已被
拆除，九龙婚纱及金太阳洗浴也已停业。

除了庞的举报外，另外还有多名举报
人举报陈志伟和陈福广，称他们长年放高
利贷，利息为 5分，借 100万元，每月需要还
5万元，如果无法还款，便会遭到非法拘禁。

黑龙江省纪委的通报中也提到，陈志
伟涉嫌非法拘禁，纠集社会人员，限制未偿
还借贷利息人员的人身自由。

对于陈志伟涉案的细节，海林市委宣
传部相关负责人称，由于案件正在办理，不
方便透露。

2018 年 9 月，海林市人民检察院技术
室原副主任陈志伟，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 据《新京报》报道

男子涉嫌杀人后竟成检察院干部
枪案事发25年前，今年11月，该案涉及的14名公职人员受到处分

1111月月1616日日，，钱久海在海林开发的香山怡林小区外景钱久海在海林开发的香山怡林小区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