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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风光无限时迷失自我

陈祥荣出生在台州一个偏僻的

小渔村。

幼年的穷苦经历，造就了他吃

苦耐劳的品质。大学毕业后，陈祥

荣以学生党员的身份，作为后备干

部，被分配到三门县健跳镇。那时

的他充满理想、干劲十足。

由于工作表现出色，陈祥荣得

到组织认可，职务不断上升，一时间

风光无限。陈祥荣说：“整个家族，

甚至整个小渔村都以我为傲。当时

在我们村，大人教育小孩，都以我为

榜样，‘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像那个

谁一样有出息’。”然而，权力带来

的诱惑也在考验着陈祥荣。

1998 年，陈祥荣被任命为临海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由于分管干

部，手握大权，陈祥荣家里的客人逐

渐多了起来，甚至一度门庭若市，吃

请也随之增多。陈祥荣回忆，腐蚀

从点滴开始：因为自己喜欢生吃海

鲜，不少人投其所好，专门在饭桌上

为他准备象拔蚌、冰镇基围虾等生

鲜。逢年过节，一些干部、老板也会

拿着烟酒来拜年。随着交往的不断

深入，陈祥荣慢慢发展到和企业老

板一起打牌赌博。

从最初的小心谨慎、戒备提防，

到后来的习以为常、坦然接受 ……
在一次次觥筹交错中，在一次次“礼

尚往来”中，陈祥荣逐渐迷失了自

我。陈祥荣向记者坦言，他在留置

室中每一天都在问自己：“为什么自

己的人生会不得善终？”如今，他知

道了，原来人生的悲剧在那时就已

埋下了伏笔。

从接受围猎到主动出手

陈祥荣的彻底沦陷是在主政台

州市椒江区之后。他先后担任椒江

区区长、区委书记，在椒江区工作长

达十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开始大

肆敛财。

2005 年，陈祥荣被任命为台州

市椒江区区长，工作内容和以前截

然不同。

面对商人老板的围猎，陈祥荣

不拒绝，甚至还主动结交商人朋

友。当地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

控股人花某某就是陈祥荣的一名商

人朋友。

2009 年，花某某为了感谢陈祥

荣在公司上市、子公司两宗土地出

让金返还等事项上的帮助，在本可

以更低成本融资的情况下，主动提

出向陈祥荣高息“借点”钱。双方都

明白，“借 ”钱为虚，给予好处费才

是其真实用意。随后，陈祥荣便以

月利率 2％的高息出借给花某某

200万元。不到两年，陈祥荣便轻松

获利 72万元。

尝到了“借”钱获利的甜头后，

陈祥荣开始主动向花某某出借资

金。2012 年 5 月，陈祥荣又用他人

名义以 2.2％的月利率出借 500万元

给花某某。截至 2018 年 2 月，陈祥

荣获得利息 759万元。

此时的陈祥荣已被膨胀的欲望

彻底腐蚀。除了高息借款外，他还

违规从事营利活动。2013 年，陈祥

荣出资 400万元投资当地某房地产

项目。2014 年，出资 768 万元购买

某公司股份。2017 年，出资 500 万

元参与投资收购某项目 ……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陈祥荣从

事经济活动有一个特点，他总是躲

在幕后，以他人名义进行，以掩盖其

违纪违法的事实。

2010年至 2015 年，陈祥荣利用

职务便利，为商人卢某在椒江某石

化项目油库建设土地收储、土地竞

拍以及某房地产项目配套公园建设

等事项上谋取利益。为表示感谢，

卢某以低价售房的方式向陈祥荣表

达“心意”。

2010 年，陈祥荣以朋友张某某

代持的形式，出资 298.88 万元购买

了卢某名下一套面积 466.31平方米

的 排 屋 及 71.23 平 方 米 的 车 库 。

2014年 5月，张某某出现财务危机，

陈祥荣担心低价购房问题败露，心

中忐忑不安，决定将该排屋及车库

按原价退还给卢某所在的公司。

2016 年下半年，陈祥荣见事态

平稳，又动起了买回这套房子的念

头，便向卢某提出以 360 万元的价

格购入房产，由朋友周某某夫妇代

持。经价格认定，2016年 9月，该排

屋及车库市场价远高于陈祥荣的购

买价格。

从一人腐败到夫妻搭档

陈祥荣不仅自己大肆敛财，而

且夫妻齐上阵。

2004 年，陈祥荣的妻子陈某某

办厂需要场地，时任临海市委副书

记的陈祥荣出面向时任临海市分管

副市长朱某某打招呼，要求租用收

储的厂房。很快，这件事就办妥了，

陈某某以年租金 2.5 万元的优惠价

格租下了一块近 1500 平方米的场

地。据悉，2004 年至 2018 年，临海

厂房的租赁价格一路上涨。经认

定，十几年来，陈某某少支付租金 91
万余元。

2011 年，从事石材生意的老板

曾某为了求得陈祥荣的帮助，邀请

其妻子陈某某入股石材生意。在陈

祥荣知情且默许的情况下，2015年，

曾某以分红名义送给陈某某现金 36
万元，并退还其 24 万元“投资款”。

2016年、2017年曾某又以同样的名

义送给陈某某现金 60 万元、50 万

元。

从接受低价售房、主动提出高

息借款，到他人给个名头就心安理

得地收钱，暴露了陈祥荣对金钱赤

裸裸的占有欲。

陈祥荣不是没有害怕过。他承

认，在大肆敛财的同时，内心也受到

党性的拷问。他深知自己的违纪违

法事实早晚会被发现。经过激烈的

内心挣扎后，陈祥荣决定主动投案。

去年 4月，经初核后，浙江省纪

委监委对陈祥荣立案审查调查，并

采取留置措施。“我愧对组织和家

人，我曾经是家族的骄傲，是家里的

顶梁柱，如今却给家人带来毁灭性

的打击。”陈祥荣说。法庭上，陈祥

荣频频望向旁听席上不时抹泪的家

人。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敬老院被举报克扣老人伙食费

“我们现在不仅伙食条件改善了，还亲

身参与到敬老院的管理工作中，各方面都

有了可喜的变化。”近日，面对江西省抚州

市宜黄县棠阴镇纪委的回访人员，该镇敬

老院的老人们竖起了大拇指。

老人口中的变化还得从一封举报信说

起。

“敬老院原院长李辉雄克扣老人伙食

费……”去年 8月 25日，棠阴镇纪委收到一

封来自该镇敬老院老人的举报信。

“对打供养资金歪主意的必须严查！”

接到举报信后，该镇纪委第一时间派核查

组到敬老院实地了解情况。

来到敬老院后，核查人员一边和老人

们聊家常，一边了解相关问题。“这一聊我

们发现问题苗头均指向李辉雄。”核查人员

介绍，李辉雄于 1988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

任棠阴镇敬老院院长，老人们一致反映在

他任期内的后几年，伙食标准差，食堂难见

荤腥。

随即，核查人员到镇财政所调取了敬

老院 2014年以来的报账账本，抽丝剥茧查

找线索。

从账本上看，宜黄县民政局近几年拨

付给棠阴镇敬老院的集中供养金并不少，

以 2018年第一季度为例，棠阴镇敬老院集

中供养 18名老人，伙食费共计 22950元，而

敬老院每季度集中供养金都没有结余甚至

超额支付，按道理敬老院的伙食应该不差。

报账金额大于实际采购金额

那钱究竟用到哪儿去了？在掌握了一

定证据后，核查人员对李辉雄开展了谈话。

“敬老院日常购物报销单上显示的采

购品种、数量与老人说的都不相符，你怎么

解释？”

“估计，估计有些老人记性不好吧。”一

开始，李辉雄支支吾吾地为自己辩解。

“有老人反映你克扣他们伙食费，贪污

集中供养金，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面对核查人员的单刀直入，李辉雄着

急了，脱口而出：“贪污？没有的事！每一

笔钱的开销我都是有记账的。”说完后又显

得异常紧张和懊恼，似乎在后悔自己的口

误。

核查人员察觉不对劲，没有给李辉雄

多余的时间，立即要求他拿出账本。果然，

李辉雄的私人账本与报账账本完全不同，

不仅报账金额明显大于实际采购金额，

2015年流水账上还赫然记录着“接 2014年

结余 31448元”的字样。

“为什么两本账本不一样？结余金额

在哪里？”在铁证面前，早已心虚的李辉雄

不再狡辩，一五一十地向核查人员交代了

相关问题。

原来，为填补敬老院保洁费、接待费、

老人走失寻找费等账外开支，2014 年到

2018 年 6 月期间，李辉雄与报账员袁建英

用做大每日“日常生活购物报销单”金额的

方式，套取老人集中供养金共计 64831元；

另外，2014年至 2017年期间，截留上级走访

慰问金 13000 元，合计 77831 元，均未进敬

老院集体账户。截至案发时，已用于账外

开支共计 54831元，剩余 23000元还存放在

袁建英处保管。

“作为敬老院院长，我不仅没有履职尽

责照顾好老人，反而为了填补账外开支，屡

屡克扣老人集中供养金和慰问金。我对不

起组织，更对不起那些孤寡老人。”李辉雄

对自己的错误感到无比后悔，主动将违纪

款上交。

今年 1 月 10 日，经棠阴镇党委研究决

定，给予李辉雄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对报账

员袁建英作解聘处理。 据《法制时报》

从接受围猎到主动出手
浙江台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祥荣夫妻大肆敛财

陈祥荣，浙江省台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

任，曾任临海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台州市椒江区

区长、区委书记等职务。今年3月26日，因犯受贿罪被舟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80万元；

其犯罪所得赃款、赃物被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我忘记了领导干部的身份，沦为了金钱的‘奴隶’。”

陈祥荣在忏悔书上写下了这辈子最痛的领悟。40 年前，

陈祥荣成为村里第一名大学生，背上行囊赴舟山求学；40

年后，当他再次踏上舟山这片土地时，却站在了法庭被告

席上。

套取供养金 截留慰问金
江西省宜黄县棠阴镇敬老院原院长李辉雄被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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