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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 5个号码球被换
2018 年 9 月 28 日 17 时 30 分许，寿县公

共资源交易管理局交易中心主任孙某受单

位委派到寿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报案。

称当年 9 月 19 日，交易中心在组织工程竞标

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开标现场使用的系数

号码球有人为改动、作假迹象。而那一天有

146 家企业到现场参与四个标段总预算约

2000万元的竞标。开标过程中，现场开出的

两个号码球，一个是-14.2，一个是-14.6。现

场公示时，发现这两个号码球重量明显重于

平时使用的号码球。经过当天全部 36 个号

码球进行掉落实验，再次显示两球明显偏

重，数字形态显示不正常，明显被人为涂有

物质，放在一起相吸。此外还有 5 个球有类

似异常情况。交易中心工作人员立即把所

有号码球封存，第一时间报案。

策划 制作高仿招投标号码球
接到报案后，公安机关决定立案侦查。

经侦查，发现寿县交通局工程股副股长黄国

磊、安徽远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

杨帅、黄国磊的舅舅王永保、个体户何兴军、

安徽远大建工公司工作人员张嘉伟有犯罪

嫌疑。公安机关遂先后将何兴军、黄国磊、

王永保、张嘉伟传唤到案接受讯问。随后，

杨帅主动投案。一起精心策划、串通投标谋

利的刑事案件水落石出。

原来，黄国磊手头紧张，为实现操纵开

标结果，谋取利益的目的，提前一年时间，精

心准备“撞库”投标。他一面亲自上阵，邀请

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交易中心某工作人员

吃饭洗澡，趁机偷配其办公室钥匙；一面找

机会偷配了招标局另一把办公钥匙。2017
年 10 月，黄国磊、杨帅从网上购得四个针孔

式摄像装置，指使张嘉伟在从寿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通往开标室的走廊墙上隐蔽处进

行安装，使用手机监控，计划在寿县招标局

无人之时，潜入开标室更换号码球。为了确

保成功率，黄国磊又联系杨帅一起购买了摇

号机设备，安排舅舅王永保与个体户何兴军

南下广州，花了 2万元，联系违法犯罪人员制

作高仿招投标号码球，通过快递方式寄回寿

县。

在完成技术准备之后，黄国磊指使杨帅

直接或通过他人联系了江西、重庆、天津、湖

南、陕西等多地具备资质的公司参与投标，

向参与投标的公司每家提供人民币 40 万元

投标保证金、提供商务标相关系数、支付相

关费用，实施串通投标行为。第一次“换

球”，发生在 2018年 5月 31日晚上，黄国磊的

舅舅王永保秘密进入交易中心，对工程开标

当日使用的摇号球进行了调换，此轮开标他

们邀集串通投标的公司均未中标。不甘失

败的黄国磊等人又在“花园小学房建工程项

目”竞标中故伎重演。2018 年 9 月 16 日晚，

王永保二度潜入交易中心换球。由于王永

保换错号码球，担心事情败露，黄国磊不得

已，让王永保又将摇号球复原。仅仅一天之

后，“2018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四个

标段要招标，黄国磊等人决定放手一搏。

2018年 9月 18日晚，王永保第三次潜入交易

中心调换号球。次日开标时，杨帅邀集串通

投标的八家公司，有三家公司中标。三个标

段累计金额达到 1440万元。案发后，侦查机

关在王永保的轿车内，查获了从寿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盗取的一套摇号球 36个。

索贿 工程股副股长吃里扒外
公安机关在侦办黄国磊串通投标案件

中，杨帅检举了黄国磊向其索贿人民币 26万

元的问题，公安机关调取相关证据后，将黄

国磊涉嫌受贿犯罪的问题及材料移交寿县

监察委员会办理。寿县监察机关初核后，决

定对黄国磊涉嫌受贿案立案调查。

黄国磊在接受监察机关调查及法院庭

审中，对受贿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016 年 5 月，六寿路寿县段升级改造工

程项目由河南省某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中标，

寿县交通运输局作为发包人与承包人公司

签订了公路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承包人不得

转包、分包。该路桥公司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和合同约定，将工程整体转包给了无公路建

设资质的安徽远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而

作为寿县交通运输局委派担任业主代表的

工程股副股长黄国磊，2016 年 6 月被安排作

为驻地业主代表，负责该工程的质量监督和

管理工作。庭审显示，远大公司实际负责人

杨帅得知信息后，与河南光大公司安徽片区

项目负责人取得联系，分包了寿县宾阳大道

南延伸段工程。黄国磊在明知转包工程违

法的情况下，既不制止转包行为，也不向上

级领导和单位汇报，而是选择向杨帅以借款

为名索财。2017 年 5 月，黄国磊向杨帅借款

10万元被拒绝，杨帅的施工工程质量等方面

被其挑剔。2017 年 9 月，黄国磊再向杨帅借

钱，为使工程尽快验收，杨帅从其妻子张某

的银行卡中给黄国磊转了 5万元。黄国磊表

示：“杨帅在宾阳路南延伸段工程中赚了 100
多万元，我眼红，就向杨帅要钱。”从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4 月，杨帅分 6 次转给黄国磊

26万元，黄国磊始终没有归还。

据黄国磊交代，他内心不相信舅舅王永

保，曾担心王永保会向警方告密。那些参与

串通投标的一些公司，到现在都不知道真正

的投标人是谁。而黄国磊之所以策划实施

震惊一方的“换球”串通投标案，一个重要原

因是其债台高筑。曾有银行对其提起民事

诉讼，要求法院冻结其 6 万元公积金及其 9
万元存款，以督促黄国磊偿还金融借款。

据《检察日报》

拆违工作中不正确履行职责
肖青利，男，汉族，1962年 3月生，陕西淳化人，

2000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 年 7 月参加工

作，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原西安市规划

局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副局长（副局

级）等职。

通报指出，肖青利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

念丧失，目无党纪国法，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违

法并涉嫌犯罪，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且

在党的十九大之后仍不知敬畏、胆大妄为、没有底

线，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等有关规定，经市纪委监委会议研究，并报市委批

准，决定给予肖青利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

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款物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处理。

收受1件国家级文物
随着起诉书公布，该案更多信息获进一步披

露。

肖青利因涉嫌受贿罪于 2018年 9月 6日被西安

市监察委员会留置，经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于

去年 3月 4日被刑事拘留，3月 18日被执行逮捕，4
月 29日案件被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查明，肖青利在担任原西安

市规划局规划监察队队长、政策法规处处长、总工

办主任、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

项目规划审批、降低违建罚款标准、工程规划验收

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多家企业相关负责

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 384.3257万元、美元 34万

元、港币 70万元、澳大利亚元 1万元、黄金制品 700
克（价值人民币 19.05万元）、青铜器 1件（西周初期

国家三级文物三足青铜鼎，价值 150万元）、王西京

等人画作 5幅（价值 46.3万元）、手表两块（价值 10
万元）、商品房一套（价值 36.9512万元）。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表示，被告人肖青利到案

后，如实供述了监察机关已掌握的失职行为，主动

供述了监察机关不掌握的受贿事实，认罪态度好，

有悔罪悔过表现，积极主动退缴涉案赃款赃物。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肖青利身为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 646.6269 万

元，美元 34万元、港币 70万元、澳大利亚元 1万元，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85条第 1
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

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第 176 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

处。

西安规划系统已有多名官员被查
去年以来，西安市规划系统已有多名官员被

查。

日前，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陕西省纪委监委

对（原）西安市规划局原巡视员王桢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省纪委监委会议研

究，决定给予王桢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退休待遇；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款

物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去年 6月 19日，西安市纪委通报，日前，对西安

市政府原参事，原市规划局党委书记、局长，原市秦

岭办党组书记、主任和红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

了立案审查调查。经市纪委监委会议研究并报市

委批准，决定给予和红星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退

休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去年 7月 18日，西安市纪委发布消息，日前，西

安市纪委监委对原西安市规划局村镇处调研员、原

西安市规划局长安分局局长李三胜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市纪委监委会议研

究，决定给予李三胜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

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

审查起诉，所涉案款随案移送。

去年 6月 6日，宝鸡中院公开审理了原西安市

规划局村镇规划处调研员邵晔涉嫌犯受贿罪一

案。邵晔曾任西安市规划局长安分局副局长、局

长，被指控受贿 280万元。

此外，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9年 11月 6日发布赵

敏受贿罪一审判决书。法院审理查明，赵敏此前担

任（原）西安市规划局办公室主任、副局长等职期

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 94.28万元，伙同他人向开发

商索要面积合计为 3297.34 平方米的商铺两层（未

遂）。赵敏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6年，并处罚

金 50万元。 据《法制时报》

安排舅舅三次夜入换“号码球”
安徽寿县交通局一干部犯受贿罪、串通投标罪获刑四年

近日，由安徽省寿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寿县交通局工程股

原副股长黄国磊受贿、串通投标案，经二审法院裁定，维持一审法

院判决：黄国磊犯受贿罪、串通投标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并处罚金 26 万元。这起在当地颇受瞩目的案件，2019 年 5 月 24 日

一审开庭时，寿县检察院检察官王燕双、李民出庭支持公诉，上万

人通过庭审公开网观看了庭审直播。

陕西省西安市规划局原副局长肖青利被指控受贿900万余元

帮人降低违建罚款大肆敛财

此前涉秦岭拆

违不正确履职的西

安副局级官员肖青

利受贿细节近日被

披露。原西安市规

划 局（该 局 已 于

2019 年 2 月整合入

新组建成立的西安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副局长肖青利

受 贿 案 起 诉 书 显

示，肖青利曾利用

职务便利为他人谋

取利益，收受财物

价值共计 900 万余

元，其中还包括一

件价值 150 万元的

国家三级文物三足

青铜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