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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蜕变

防线逐渐崩塌
1985 年初，尹志刚成为原淮阴市交警支

队一名合同制民警。他兢兢业业、充满激情，

曾跳河勇救落水妇女、空手与持刀歹徒搏斗

负伤，也因此成了淮安警队一颗闪亮的“明

星”。

彼时的尹志刚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样——

因为“各项工作都有很大成绩”，逐渐成为媒

体关注的焦点。他也先后获得“中国好人”

“江苏省道德模范”“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等

荣誉。2011年底，尹志刚由交巡警支队二大

队大队长被提拔为淮安市交巡警支队支队

长，从一名合同制民警成长为处级领导干部，

这在当地引起不小轰动。

然而，光环笼罩下，尹志刚的内心逐渐失

衡：“看到周围的人都在买别墅，感觉自己不

比别人差、不比别人贡献少，为什么就比不过

人家？”从第一次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收取他

人一条猪腿，到后期坦然收受他人 10万元现

金，思想上的蜕变，让尹志刚的防线逐渐崩

塌。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

办事必须要“见钱”在尹志刚身上表现得淋漓

尽致。淮安市车管所副所长李某是尹志刚一

手提拔的“嫡系”，为了“投桃报李”，李某每逢

春节、中秋节便向尹志刚送上 10万元。2015
年，同在交警队工作的亲戚委托李某送给尹

志刚 10万元，希望在当年的人事变动中得到

提拔。当时临近中秋节，李某在自己按例拜

访送钱时，顺便提起亲戚提拔的事情，但尹志

刚认为这 10万元是李某依惯例的“孝敬”，并

不是请托办事的钱，李某亲戚当年未能得到

提拔。2017年，又到了人事变动时，李某专门

送 10万元给尹志刚，特地强调这是为了亲戚

提拔才送的，其亲戚才如愿得到提拔。

任人唯亲

编织“小圈子”
2012年初，尹志刚正式就任支队长后，其

原所在的二大队一帮兄弟便找到了庇荫“大

树”。几个“铁杆”下属迅速占据支队重要岗

位直至案发。在私下场合，这些“小圈子”里

的人都称尹志刚为“老板”。“各种有求于我的

下属、朋友、机关干部等人不断增多，为了沾

上我的光，捧着我、围着我、哄着我，让我觉得

飘飘然。”尹志刚回忆说。

尹志刚上任没两个月，便将二大队的“小

跟班”李某调到市车管所担任考试股负责人，

几个月后便将其提拔为车管所副所长，分管

考试股。考试股是腐败问题高发领域，按照

规定，相关工作人员应当 3年一轮岗，而李某

却霸占考试股岗位长达 7年之久。

津淮车辆检测公司是交警支队另一重要

“财源”，作为机关单位下属企业，该公司主要

经营车辆检测、标牌制作、车辆维修业务。尹

志刚就任支队长后，立即安排该公司原负责

人轮岗，转由亲信张某担任负责人，直至案

发。

这些得到重用的“兄弟”没有忘记尹志刚

的“知遇之恩”。经查，2012年以来，李某先后

十余次送给尹志刚现金 120余万元，张某先后

十余次送给尹志刚 10余万元。

淮安市交警支队在职民警约 480人，人数

多、职位少，为了向上升迁，不少人走起了尹

志刚的门路，“送钱就能提拔”慢慢成为交警

支队的潜规则。据统计，2009年春节至 2019
年春节间，尹志刚共计 220 余次收受他人钱

物，光是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利就收

受贿赂 312.8万元，下属行贿、送礼人员近 40
人。

一把手贪腐，往往带坏一批人、带乱一方

风气。尹志刚案发前后，该市交警系统先后

有近 10名党员干部因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

审查调查，多名驾校校长、考场承包人接受审

查，驾驶人培训、考试行业乱象丛生。2017年

以来，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交警支队县处级

干部 2人，各级科所队正职 10人、副职 6人，普

通民警 7人。

精神空虚

迷信“大师”
尹志刚信仰缺失，精神空虚，心存侥幸，

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所谓的“大

师”，家庭装修、办公室布置、个人升迁等事项

都依赖“大师”指点迷津。办案人员发现，在

他家中，“易经八卦”“风水研究”“辟邪冲煞”

等方面的书籍、器具随处可见，其手机中亦安

装多个“风水罗盘”等这方面的应用。

2018年下半年，尹志刚两名下属邓某、陈

某先后接受组织审查调查，尹志刚非但没有

停止违纪违法的脚步、主动向组织坦白，反而

把希望寄托在“大师”身上，写下“平安”二字

请“大师”测字。经大师点化，他安排家人去

寺庙为其求得一张护身符随身携带，寻求心

理慰藉。但事实证明，作为党员干部，只要违

纪违法，就一定会被纪法惩处，没有什么大师

可以保佑。

从一名满怀豪情的人民警察，成长为“明

星队长”，又堕落为失去自由的阶下囚。落马

后，尹志刚悔不当初，可惜时不再来，悔之晚

矣。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迷上赌博输了家

2016 年 2 月，王芳和前夫结婚，婚后，她

一直在健身场馆工作，直到 2016 年 12 月怀

孕，辞去工作安心在家养胎。每天在家吃了

睡、睡了吃的生活，让王芳感觉挺无聊的。一

次聊天中，她从朋友那里接触到了网络赌博。

网络赌博玩法简单，就是赌大小。王芳

一玩就上了手，刚开始投入不多，后来越玩越

大，而且总是输。没多久，她就把自己的嫁妆

输没了，于是向亲戚朋友借了几十万，又从网

络平台借钱，结果越借越多，越输越多。

2018 年 6 月 ，王 芳 把 借 来 的 钱 都 输 光

了。别人来催债，她还不出来，只能向养父母

和婆家求援。那时，她已欠下了 150余万元的

债务。王芳的养父母家里条件并不太好，但

出于对养女的爱护，他们卖掉了房子，替王芳

还了一部分债务，余下的百来万元债务都是

王芳的婆家替她还清的。同年 7月，王芳的婚

姻也因为她的赌博恶习画上了句号。不过，

离婚后的她因为没地方去，

而且女儿还小需要照顾，所

以依旧住在前夫家。

分饰多角戏精出场

家庭的破裂一度让王芳

痛彻心扉，她想戒赌，但最终

又回到老路上。

“我做微商时被骗了，给

了上家 6 万元代理费，上家

却没给我发货；后来我在网上贴吧里找人帮

我要回赌输掉的钱，那人又骗了我十几万的

手续费……我感觉自己遇到的全都是骗子，

我就又开始赌博了。”王芳向检察官讲述了自

己的遭遇。

但此时的王芳还迈向了另一个“深渊”。

2019年 5月，王芳借着做微商的名义，开始以

高利润为诱饵向多人借钱“合伙”。她有 5个

微信号，面对不同的借钱对象，她利用多个微

信、一人分饰多角来取得被害人的信任。除

了化妆品，王芳还卖面膜、美容针剂、珠宝等，

角色也在客户、整形医院医生、珠宝商之间来

回转换。

“我扮演这么多角色，就是为了让别人相

信我，借我钱。骗来的钱大部分用来赌博，又

都输光了。”王芳这样说。事实上，除了赌博，

这些骗来的钱还另有去处。

肆意挥霍醉生梦死

“她一般每天晚上七八点钟过来，每次都

开一个包厢，有时还会开瓶洋酒，一晚上消费

少说四五千，开洋酒的话要上万。”KTV 的营

销人员这样说。

2019 年 5 月开始到 9 月，连续三个多月，

王芳几乎天天出入KTV 消费。在别人眼里，

王芳就是一个开美容院、家财万贯的女富

豪。在那三个月里，王芳过上了神仙般的日

子，白天睡觉，晚上泡夜店，每天肆意花钱尽

情享受。而这些钱就来自那些被害人之手。

“她没有积蓄，也没有资产，赌博欠了很

多债，我们都在想办法替她还债。”王芳的前

夫说。2019年初，王芳再次因赌博欠了 60多

万元，她的婆家还在继续替她还钱。直到

2019年 4月，又有人拿着 60多万元的欠条到

王芳前夫家讨债，家人把她赶了出来。这之

后，王芳就开始了醉生梦死的生活。

直到 2019年 11月，被王芳骗了 50余万元

的被害人向警方报案。同年12月5日，王芳在

其租住房屋内被警方抓获归案。

据《浙江法制报》

江苏淮安市交警支队原支队长尹志刚一人贪腐带坏一批

尹志刚，江苏省淮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原支队长、二级高级警长，曾
获江苏省道德模范、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2019 年 5 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19 年 8 月，尹志刚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近日，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万元。

“我曾经流血奋斗、忘我工作，今天却成了党和人民的罪人，我追悔莫及。”
尹志刚在忏悔书中写下的这几句话，令人唏嘘。

迷上网络赌博，孕妇毁了完美人生
养父母和婆家拼命为她还赌债，她却跑去诈骗

王芳（化名）今年29岁，在外人眼中她是出手阔绰的女富豪，但实际上她的苦只有自己知

道：养父母为她卖了房子，断绝了和她的来往；婆家为她归还了百万元的债务；和丈夫离了

婚，年幼的女儿也没法照顾了……

这都源于她的赌博恶习。王芳在怀孕期间迷上网络赌博，输掉百万元之后更加一发不可

收。为了所谓的“翻本”，她虚构做微商面膜生意、珠宝生意等事实，利用多个微信，一人分饰

多角，骗得多名被害人共200多万元。

近日，王芳因涉嫌诈骗罪被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明星队长”堕落为阶下囚

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乐都县润德牧业有限公司:

本院审理原告海东市乐都区达佑养殖有限公司诉被
告青海省海东市人民政府、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
畜牧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因该案与你公司有利害关
系，现依法向你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内即视为送达，逾期将视为不参加本案诉讼。

2020年4月24日

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乐都县润德牧业有限公司:

本院审理原告海东市福乐牧业有限公司诉被告青海省
海东市人民政府、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畜牧行政
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因该案与你公司有利害关系，现依法
向你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即
视为送达，逾期将视为不参加本案诉讼。

2020年4月24日

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宝贵(化隆县巴燕镇下卧力尕村人):

本院受理原告马阿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当事人权利义务告
知及诉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逾期则视为放弃答辩。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巴燕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4月24日

声 明
因不慎，刘全春的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
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为
32901011200806) 遗
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 刘全春
2020年4月24日

声 明
因不慎，将位于西宁市

城北区朝阳西路44号鼎和
家园 1号楼 1 单元 1084 室
户主姓名为秦勇的门牌证
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秦勇
2020年4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