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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随着我省自然环
境的改善，越来越多水鸟选择
落脚中原。全省一共有多少
种鸟类，明年2月将会揭晓答
案。昨日，记者从省林业调查
规划院获悉，我省将在全省启
动水鸟同步调查，打算到明年
2 月底前摸清全省水鸟“家
底”，建立数据库，为制定水鸟
资源保护管理措施提供科学
依据。

近期，你可能会在全省的
57处湿地偶遇一群扛着望远
镜、照相机、记录本等设备的

“观鸟人”。22个由林业专业
技术人员、大学教授、水鸟识
别专家（志愿者）组成的调查
小组，将会用照片、文字记录
我省水鸟的分布现状、栖息地
现状、种群数量、受威胁情况
等，查清越冬期和迁徙期我省
水鸟资源状况，建立水鸟越冬

期、迁徙期资源数据库；对水
鸟资源进行动态分析和综合
评价，提出系统、准确的水鸟
资源调查材料、图表材料和调
查报告；在资源调查的同时建
立水鸟监测网络。根据部署，
全省越冬期水鸟同步调查将
持续到2016年2月29日。

为何选择现在开展水鸟同
步调查？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有
关负责人表示，水鸟在越冬期、
迁徙期大多具有集群活动的特
点。在此期间开展系统、全面
的同步调查，有利于掌握水鸟
的种类、数量、分布的变化情
况。调查范围以全省水鸟分布
较集中的57处湿地76个观测
分区为重点，对象涵盖所有水
鸟。

由于此次调查覆盖面广，
如果您身边或者家乡有水鸟
集群，可以向林业部门提供线
索 ， 联 系 电 话 ：
0371-65697238。

2014年年底，因到期还不
上账，刘超群被其中一名债权
人告上法庭，法院依法冻结了
他的工资收入。消息传开后，
许多人担心自己的钱打水漂，
纷纷拿着借条找到刘超群要求
其迅速还钱，并在催要无果的
情况下，把情况反映到了纪检
部门。

接到群众举报，郏县纪委
迅速介入，在核实案情后，第一
时间把刘超群涉嫌犯罪问题的
线索移交给郏县公安机关。

见势不妙的刘超群仓皇离
开了家，并在出逃前给家人留

下了一封“绝命书”。他在“绝
命书”里说，自己犯下了大错，
这么多钱，恐怕是一辈子也还
不上了，抱定了死的念头。今
年3月27日，郏县公安局对刘
超群立案侦查，并上网追逃。

由于案情重大，加上犯罪
嫌疑人身份特殊，平顶山市追
逃追赃办成立专案组，开展追
逃工作。专案组再三给刘超群
家人做思想工作，让他们规劝
刘超群归案。他们还通过技术
手段分析，掌握刘超群的精准
动向，最终将其落脚点锁定在
郑州经开区大孙庄附近。今年

10月30日，在郑州警方配合
下，侦察人员赶往其所在的一
家小作坊，将正在门窗加工车
间干活的刘超群抓捕归案。

“刘超群原本有着幸福的
生活，由于不知道珍惜，无视
党纪国法，才从一名纪检干部
堕落为一个涉嫌诈骗的犯罪嫌
疑人。前车之鉴，每一名党员
干部当引以为戒，珍惜当下，廉
洁从政，清白做人，千万莫要
重蹈覆辙，酿成终生之恨！”郏
县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张海
涛说。

今年10月30日，郑州市经开区大孙庄，一个简陋的门窗加工小作坊里。
当郏县警方把涉嫌诈骗400余万的郏县煤炭局纪检组长刘超群一举抓获时，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昔日意气风发的纪检干部，如

今穿着一身脏兮兮的旧工装，全身满是粉尘，脸上布满沧桑，和过去判若两人。在和手中的照片认真对照好几遍后，民警才确定，眼前这个农民工模
样的人，正是他们苦苦追寻了半年多的刘超群。

刘超群为何从一名纪检干部沦落为“诈骗犯”？这中间有着怎样的故事？12月27日，在平顶山市纪委，大河报记者了解了刘超群的堕落轨迹。

纪检组长沉迷买彩诈骗400余万
原本家境殷实拥有多处房产 外逃大半年被抓时正在小作坊干活

□记者 李红汛 通讯员 李修乐

今年47岁的刘超群，原本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出生在
一个干部家庭，大学毕业后分
配到郏县煤炭局工作，历任县
煤炭局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
纪检组长等职务。其在繁华地
段还有多处房产，有一处店铺
每年仅租金就有十余万。

据郏县煤炭局局长李文英
回忆，刘超群在煤炭局从通讯
员做起，有文凭、有能力，头脑
灵活，工作热情高。办公室的

工作事无巨细，总能圆满地完
成，上上下下对他都很满意。
1999年，31岁的刘超群被提拔
为副科级干部。

郏县行政路一家彩票销售
点的工作人员回忆，多年前，郏
县开始流行购买彩票，不少人
喜欢偶尔买几注碰碰运气，刘
超群便是众多彩民中的一个。
那个时候，他还很有自控力。

谁也没有想到，刘超群的
命运，会因为几年前的一次偶

然“幸运”而发生转折。
刘超群撞了“大运”——他

花5块钱购买的一张“刮刮乐”
即开型彩票，一次性中了10万
元！这笔“天降横财”，相当于
好几年的工资，让刘超群惊喜
不已。

从那时起，刘超群一发不
可收拾，他坚信：幸运之神还会
再次眷顾自己，这次中了 10
万，而500万的大奖，就在不远
的地方等着他。

自从中了10万元，刘超群
几乎把购买彩票当成了第二

“职业”，一有工夫就去买，从开
始的一次几十元到几百、几千
甚至几万块钱。其间，他又先
后中过5万元、6万元。但这些

“收获”远没有投入的成本多，
他不但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还
欠了不少账。

2010年，社会上出现了一
种新型彩票，最高允许500倍
投注，奖金可以相应翻番，很诱
人。刘超群迷上了这种更刺激
的玩法，经常守在彩票点“一掷
千金”。

大河报记者随机在郏县县
城找到一个彩票点问询，不管
是老板还是偶遇的彩民，提起
刘超群，无人不晓。有家彩票
点的老板透露，有段时间见刘
超群买得太“疯狂”，他还劝他
不要一次买那么多，但已经

“走火入魔”的刘超群根本听不
进劝。

刘超群每个月的工资只有
2000块钱左右，有时甚至不够
他买一次彩票。于是，他把目
光盯上了身边的亲戚、朋友和
同事。自2010年起，他以各种
理由向身边的人借钱买彩票：

有时说他需要钱对早年帮助他
的亲戚进行资助，有时说家里
要做生意需要投资。为了能够
顺利借到钱，他答应支付3%、
5%甚至10%的月息。然而，刘
超群梦想中的500万大奖却始
终没有出现。

“那时候，刘超群已经陷入
了一个‘死循环’，钱越借越多，
无法还上，就只有寄希望于中
奖，于是，就再想法去弄钱，付
高息，以10万块钱月息3%为
例，3年时间就翻一番，这不是
一个无底洞吗？”一位知情人感
慨地说。

2013年，刘超群以房产抵
押为手段，把房产证押给一位
王姓商人，向其借款52万元。
到期后，王某不断催要，刘超群
先东拼西凑还上了 20万元。
随后说手里没钱，让王某先把
房产证给他，再去银行贷款还
钱。

王某把房产证给了他。刘
超群拿到房产证后，迅速到房
管部门把房子过户给了一位和
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这件事
后来也成为公安部门认定其行
为涉嫌诈骗的重要证据之一。

2014年，刘超群还以自己

的名义在两家银行办理了信用
卡，透支17万元，至今尚未还
上。“这种行为涉嫌信用卡诈
骗。”郏县公安局经侦人员介绍
说。此外，刘超群还让单位同
事为自己担保借款，其中有两
人先后共为他提供担保借款
120多万元。刘超群出逃后，
法院依法冻结了担保人的工资
账户。

“当初想着他家里有房产，
有门面房，还是我们的领导，借
款又找了正当理由，谁会想到
弄到今天这个地步？要早知这
样，我们也不会为他担保这么

多钱啊！”说到这些，两个不到
三十岁的年轻人几欲落泪。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刘
超群涉嫌诈骗的总金额已达到
430.1 万元，涉及人数 27 人。
而这些巨额资金，多被他用于
购买彩票。

“刘超群利用其国家工作
人员的身份，编造理由，以高息
为诱饵，大肆借款，并透支信用
卡，用于购买彩票，他的行为与
一般的民间借贷有着本质的区
别，应当属于典型的诈骗行
为。”一位法律界人士透露。

一次偶然，让他误入歧途

沉迷其中，堕入无底深渊

大肆“借贷”，最终害人害己

东窗事发，党纪国法难饶

明年2月29日前，我省要调查水鸟“家底”

全省57处湿地
近期有“观鸟人”出没
您可以打0371-65697238提供水鸟集群的线索

□记者 谭萍

本报讯 曾经，民办学校
被称为公办教育的有益补充，
如今，民办学校已经成为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12月 28
日，郑州教育十二五规划成就
回顾展开馆，大河报记者从现
场获悉，郑州市民办学校已达
2307所，在校生达67万人。

当日上午，大河报记者在
展区看到，展出共分为学前教
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学生发
展、教师队伍建设等十二大篇
章。现场，还有近40个学生
社团展示“绝活儿”。

据了解，五年来，郑州市
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165所，
全市新建幼儿园416所。值
得一提的是，民办教育发展不

容忽视，截至目前，郑州市有
民办学校2307所，五年增加
546所，已成为促进郑州市教
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同时，郑州市已经形成9
个民办教育集团，创造了五种
办学模式：以黄河科技学院为
代表的“滚动发展模式”；以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和河
南郑州建业外国语中学为代
表的“企业集团投资模式”；
以郑州一八联合国际学校和
郑州外资企业管理中等专业
学校为代表的“校企联姻办学
模式”；以郑州枫杨外国语学
校为代表的公办学校利用名
校效应，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

“优质教育资源倍增模式”；以
北大附中河南分校、郑州陈中
教育集团为代表的“集团发展
模式”。

郑州市民办学校达2307所
五年增加546所
在校生达67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