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很多跨境物流公司存在货
物申报不规范的情况， 按照规定，海
关查验到不规范的申报单需要退回
给物流公司重新申报。为了提高物流
“效率”， 一些物流公司便与海关查
验人员达成默契， 制定出 “按车收
费、按岗分赃”的腐败规则。

检方指控， 物流监控六科 7 名关
员收受物流公司好处费， 放行问题车
辆。 证据显示，物流监控六科自 2011
年 10 月就已开始收受好处费，一直持
续到 2014 年 3 月案发之时。

物流监控六科科长李国强在庭
上说：“快运装载货物比较杂乱，填
单如果一一列举比较麻烦，快运公司
想尽快通关，如果被查到（货物）与
单子不符，打回去重新办理的话需要
5 天时间。 打了招呼，我们就放了。 ”

科员黄延彬在庭上当庭认罪并表
示，根据李国强的指示，他作为联系人
负责与四家物流公司联络。 如果物流
公司的货车被海关风险布控部门确定
为查验车辆， 物流公司会给其与李国

强发短信， 然后其将信息转发给当班
的副科长和科员， 直接放行涉嫌走私
等违法行为的问题车辆。 按照每辆车
6000 元（目的地为广东省内）或 1 万
元（目的地为广东省外）的标准向物
流公司收取好处费。

由于私放车辆需要多个环节“通
力合作”，收下的这些“好处费”，科
室便进行内部 “统一分配”： 科长
12% 、 在转关查验台值班的副科长
17%、 不在转关查验台值班的副科长
每人 5%、负责查验的关员每人 15%、
联系人 8%、留存科室经费 8%。

留存科室经费作为“公账”由黄
延彬保管， 当其于 2013 年 3 月被调
离物流六科时，“公账”上有 10 万元
余额，移交给下一任“联系人”。 黄
延彬在庭上说，“公账” 一般用来科
室聚餐、 活动等花费，“但由于那段
时间正好是上面风声比较紧，很少出
去花钱。 就算科里面有聚餐，也是物
流公司去安排的。 ”因此，较少动用到
“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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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开门红，K3 传捷报。 2015 年首月，
东风悦达起亚 K3 保持销量破万佳绩，一路
领衔中级车市，笑傲车市江湖。 K3 能在上
市两年后， 销量持续破万并一直保持着强
劲的增长势头，其产品实力可见一斑。

K3 由全新进化的 “DESIGN�KIA”理
念打造，立足原有设计精髓，更注重细节勾

勒，力图激活感性审美细胞。在简约线条的
构造下，K3 整体硬朗、精炼，创造出了极具
视觉冲击的外观气场。 K3 搭载起亚领先的
1.6L 伽马 D-CVVT 和 1.8L�Nu�D-CVVT
两款发动机， 其中 1.6L 伽马 D-CVVT 发
动机最高功率可达 128 匹马力， 动力性能
卓越，在同级车型中享有领先优势。

新年开门红 K3 继续笑傲中级车市

这起重案的查处缘起于两年多前一
个查验指令———

2012 年 6 月 25 日， 深圳皇岗海关物
流监控处物流监控六科接到海关风险布
控部门下发的一个查验指令：要求查验车
牌号为粤 ZGJ95 港的货车。 而正是这辆车
涉嫌载着近百公斤的走私珍珠入境。

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该珍珠走私
案查实案值 2010 万元， 涉税 732.5 万元。
检方指控，皇岗海关物流监控处物流监控
六科科长李国强等 3 名关员在接到查验
此车指令后，存在违规操作和放纵走私的
行为。

也正因这批珍珠放纵走私，使得物流
监控六科 3 名关员被深圳海关纪检监察
部门调查，并“顺藤摸瓜”揭开了物流监
控六科多名关员长期放纵走私的黑幕。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存在已久的物
流监控六科的腐败黑幕被逐渐揭开，并牵
出了另外 5 名关员。最终，物流监控六科 8
名关员，因涉嫌放纵走私，被检方提起公
诉。

检方指控，李国强等其中 7 名关员共
同受贿数额分别为 125 万元、125 万元、20
万元、19.4 万元、11.2 万元、10.4 万元、7.8
万元。

收钱放行 按岗分赃

深圳海关再现“抱团腐败”样本
这是一个犯下重案的深圳皇岗海关的科室———
收费放行：走私省内每辆车 6000 元，省外每辆车 1 万元；
按岗分赃：科长 12%、值班副科长 17%、查验关员 15%；
设定标准：科室间互相参照，设定好处费分配比例；
“交叉感染”：腐败毒素在同事间“交叉感染”、前后任“代际”相传……
深圳皇岗海关物流监控处物流监控六科 8 名关员涉嫌放纵走私一案，5 日已在深圳福田区人民法院开庭，庭审披

露出这样令人吃惊的腐败案情：科室间、上下级、前后任，腐败毒素“交叉感染”，甚至建立起了腐败机制、分配标准。
更为严重的事实是，这一重案和去年曝出的深圳沙头角海关腐败窝案十分类似。 海关履行把守国家经济大门的

神圣职责，焉能成为腐败多发之地？ 这种“抱团腐败”模式务必铲除。

一起珍珠走私案牵出“六科”腐败黑幕

省内优惠，省外更贵：“收钱放行”成六科惯例

令人警惕的是， 这个犯下重案的
皇岗海关物流监控六科，其“腐败模
式”， 与去年曝出的深圳沙头角海关
腐败窝案很相似，都属同一科室、腐败
“分工”明确。如何进一步完善轮岗交
流制度，切断腐败“交叉感染”“代际
相传”链条，成为当地海关反腐、防腐
路上一大重大挑战。

专家指出， 要有效地遏制这种
“抱团腐败”模式，必须要重拳打破现
已形成的“团伙式”的腐败阵营。中山
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张
紧跟表示， 深圳海关连发类似腐败窝
案透露出日常监管中的软肋， 如果基
层查验科室达成一致“协议”，形成腐
败利益共同体，将导致查验形同虚设。

他认为， 在日常工作中加强上下
级监督、平行监督、外部监督都是极为
重要的。 应当避免一个科室长期单独
执法， 并加大上级对查验情况的抽查
力度。 此外，还要进行信息公开，让公
众监督， 设立多种举报渠道让公众参

与到监管的队伍中来。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徐松

林认为，当前很多行业运行久了，都很
难避免形成利益同谋，互相得利，有法
不依，形成行业潜规则。 因此，反腐深
入要向这些行业潜规则动刀。

深圳海关关长王克光在近日召开
的深圳海关反腐倡廉工作座谈会上
说：“深圳海关对反腐败， 态度坚决，
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决不袒护，决不姑息，绝不养痈遗
患。 ”

据介绍， 深圳海关将在所有业务
现场统一公开走私和廉政举报电话、
业务投诉电话， 收集外界对海关工作
和海关关员的举报、投诉，确保有诉必
接、有访必查、有果必复、有责必追。

对这起案件的庭审， 记者将密切
跟踪。 在 2 月 5 日的庭审中，4 名关员
已出庭接受讯问， 该案将择日继续审
理。

新华社深圳 2 月 8 日电

务必重拳打破“抱团腐败”阵营

为了预防腐败，权力部门普遍实行
轮岗制度。 令人震惊的是，在物流监控
六科科长、副科长、“联系人”的人事更
替过程中，腐败链条却始终未断，而是
“代际相传”下来。 继任的物流监控六
科的科长和副科长们把腐败规则也“继
承”了下来。正因如此，因参与科室腐败
黑幕而落马的 7 名关员中，有前后任的
2 名科长、3 名副科长、2 名科员。

张斌在庭上说， 他调到物流监控
六科担任副科长后， 虽然没有人跟他
提过好处费的事情， 但他在工作中慢
慢感觉到了物流公司给科里送了好处

费，“但我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因为
这种情况很普遍， 我不想把自己边缘
化，成为孤家寡人。 ”

李国强和黄延彬在庭上都供述，
他们曾向其他科室请教过好处费分配
经验， 参照其他科室的分配标准确定
了该科室的分配比例。 面对公诉人的
问题 “其他科室也存在收好处费的情
况吗？ ”李国强做出了肯定回答：“其
他科室都存在。 ”然而，受审关员均未
在庭上明确指出“其他科室”到底是
哪些科室。 公诉人与审判长也并未就
此继续进行讯问。

“科长轮岗”腐败规则也“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