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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检察机关以涉嫌
受贿犯罪，依法对国家能源局煤炭
司原副司长魏鹏远立案侦查，并采
取强制措施。

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
人魏鹏远于2000年至2014年，在
担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基础产业
发展司煤炭处副处长、煤油处调研
员、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煤炭处处长、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等职务期
间，利用主管、负责、承办煤炭项目
的职权，在煤炭项目审核、股东变

更、专家评审、升级改造、安全改造
及煤炭企业承揽工程，以及在催要
货款、推销设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非法收受请托人人民币
10347.15万元、欧元775.1万元、美
元 235.2 万元、港元 40万元、黄金
4100克、汽车3辆、房产1套、银行
卡、购物卡、字画等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21170万余元，另有共计折
合人民币13109万余元的财产不能
说明来源，应当以受贿罪、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
局局长徐进辉曾表示，在魏鹏远家
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
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检察机关
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
件。多方证实，魏鹏远被带走时，执
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调去16台
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了4台。

魏鹏远这起小官巨贪案件，让
世人惊愕无比。有人计算，魏鹏远
在国家能源局工作的近 6年时间
里，平均每天挣10万元。Y 综合

能源局原副司长家中搜出2亿元
魏鹏远被控受贿2亿元，另有1.3亿来源不明

昨天上午，江西省南
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南昌
大学原校长周文斌职务犯
罪案作出一审宣判，数罪
并罚判处其无期徒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经法院审理查明，
2002年至 2013年，周文
斌在担任华东地质学院党
委副书记、院长，南昌大学
党委副书记、校长期间，利
用职务之便，为工程承建
商、合作办学商、设备供应
商及部分教职工在项目承
揽、合作、采购、任职、提
拔、调动等方面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上述人员财物，
共计人民币2111.8万元、
港币 30 万元、美元 1 万
元、韩元90万元、购物卡
2.4万元、卡地亚手表一块
（价值3.86万元）。2003
年4月至2004年7月，周
文斌两次个人决定挪用公
款人民币共计5875万元
供他人进行盈利活动。

法院认为，周文斌构
成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
且不具有刑法所规定的如
实供述、真诚悔罪、积极退
赃等情节。据此，法院依
法作出如上判决。Y

据法制日报

新华社北京电 临近春节是欠
薪违法行为高发期，为持续保持高
压态势，严厉惩处欠薪违法犯罪的
责任人员，人社部29日公布了一批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例。

吉旺闽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2014年9月1日，福建省龙岩

市新罗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接到投
诉，称龙岩市新罗区旺闽九龙壁工
艺馆拖欠职工工资，其法定代表人
吉旺闽逃匿。经查，该工艺馆共计
拖欠谢某等7名农民工工资118322
元，吉旺闽失联，去向不明。

2015年8月28日，新罗区人民
法院判决吉旺闽犯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1万元，同时责令被告人吉
旺闽支付工资118322元。

石新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2014年9月2日，河南省鹤壁

市淇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接到投
诉，称淇县广厦国际城和朝歌雅园
小区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经查，
自然人石新忠拒不支付徐某某等40
余名工人工资33.45万元。

2015年10月20日，淇县人民
法院判决石新忠犯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
并处罚金20000元。

罗代兵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2014年9月10日至9月23日，

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人社局接到
投诉，称龙光城工地项目承包单位
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拖欠职工工
资。经查，龙光城房地产项目的施
工单位为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将龙光城南三期一标段的泥
水工程分包给罗代兵，并按照工程
进度支付所有款项。罗代兵于
2014年8月底失去联系，去向不明。

2015年8月10日，大亚湾区法
院判决罗代兵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

周大飞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2014年11月24日，浙江省杭

州市淳安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接到
投诉，称淳安亨利健身管理有限公
司拖欠职工工资。经查，该公司法
定代表人为周大飞，共计拖欠14名
职工工资98859元。

2015年4月28日，淳安县人民
法院判决周大飞犯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刘启岗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2014年12月24日，广东省珠

海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接到投诉，
称珠海市横琴二桥工程项目拖欠农
民工工资。经查，珠海市横琴二桥
工程项目由重庆润航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承建，该公司将部分工程分包
给刘启岗，并按工程进度支付了所
有款项。刘启岗拖欠14名工人工
资共计430351元。

刘启岗归案后支付了职工工资
264540元人民币。2015年5月13
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判决刘
启岗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
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90000元。

项沈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2015年1月5日，浙江省台州

市黄岩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接到投
诉，称黄岩聚工塑料模具厂拖欠职
工工资，老板项沈于2015年1月3
日搬走所有的生产机器设备后逃
匿。经查，该厂实际控制人为项沈，
共计拖欠 31 名职工工资 381140
元，且失去联系，去向不明。

2015年7月22日，黄岩区人民
法院判决项沈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刘朝龙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2015年2月3日，安徽省芜湖

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接到投诉，称
芜湖县晨晔服装厂拖欠职工工资。
经查，芜湖县晨晔服装厂实际负责
人为刘朝龙，共计拖欠35名职工工
资9万余元。

2015年6月22日，刘朝龙家属

代为支付了拖欠的职工工资。2015
年11月5日，芜湖县人民法院判决
刘朝龙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
处拘役2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3000元。

朱洪礼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2015年3月9日，四川省双流

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接投诉，称成
都志鑫鞋材有限公司拖欠职工工
资。经查，成都志鑫鞋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为朱洪礼，共拖欠38名
职工工资176717元，朱洪礼失去联
系，去向不明。

2015年11月4日，双流县人民
法院判决朱洪礼犯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期2年
执行，并处罚金5000元。

徐高平、李伟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案

2015年4月14日，江西省高伟
实业有限公司84名员工集体到抚
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投诉，称该
公司拖欠职工工资。经查，江西高
伟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高
平、总经理为李伟忠，因经营不善，
共计拖欠84名职工工资564196.26
元。2015年3月，徐高平和李伟忠
将公司价值四百万元的设备转移
后，失去联系。

法院审判期间，徐高平和李伟
忠家属代为支付了职工工资。抚州
市人民法院判决徐高平、李伟忠犯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拘役6
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

冯玉存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2015 年 5 月 25 日，上海市奉

贤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接到投诉，
称上海邑强家具有限公司拖欠职
工工资，法定代表人已逃匿。经
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冯玉存，
共计拖欠 33 名职工工资 323761
元。

2015年11月5日，奉贤区人民
法院经审理判决冯玉存犯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老板欠薪，全国判刑一大批
淇县一老板被判刑1年零6个月，罚款2万元

据新华社西安电 陕
西省咸阳市一家足浴店日
前被曝出一份“行贿账
单”，涉及当地多个部门和
人员。足浴店所在的咸阳
市渭城区官方28日回应
称，所谓“行贿账单”是这
家足浴店2名工作人员为
隐瞒侵占公司款项行为编
造项目明细所致。

近日，网上曝出一份
足浴店节日送礼清单，涉
及公安、环保等多个政府
部门的工作人员，礼金价
值从500元至 3000元不
等，共计31500元。咸阳
市渭城区委宣传部官微
28日回应称，渭城区委、
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区

纪委、区公安分局立即对
相关人员进行调查，经查
网爆“外围关系维护费用
表”系涉事足浴店工作人
员丁某某、陈某某为隐瞒
侵占公司款项，私自编造
的项目明细，后二人冒领
私分。12月 27日，渭城
公安分局以涉嫌职务侵占
罪依法对丁某某、陈某某
采取刑事拘留措施，2人
对捏造足浴店中秋节外围
关系维护费用明细、侵占
足浴店31500元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其中，丁某某
分得赃款20000元，陈某
某分得赃款11500元。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消息，2016年1月1日，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微
信公众号将开通运行。

中纪委网站介绍说，
中央纪委监察部将形成

“网报刊”一体、传统媒体
与新兴媒体融合互动发展
的传播格局，构建“一网一
端一微”的立体传播形态，
更好地服务全面从严治
党、服务读者。所谓“一网
一端一微”就是指“中央纪
委监察部网站”、“中央纪
委监察部客户端”和即将
上线的微信公众号。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前天贴出一张关于该
网站微信公众号的图画，
画面构图是一个初生婴
儿柔嫩的耳朵，图上附有
一个大大的“聶”字，旁附
注解：“nie，贴在耳边轻
语”，表示要“听大众的声
音”，举报更方便，服务更
贴心。此前一天，该网站
还推出带有“瞐”（音：墨，
意为目光深邃）字的图
片。

据称，该微信公众号
将聚焦纪检监察特色内
容，还设置了“反‘四风’一
键通”举报和“微信大厅”
等功能。Y 据羊城晚报

中纪委要竖“顺风耳”

咸阳足浴店曝“行贿账单”
官方回应:员工捏造的

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
受贿2000万被判无期

12月 29日，河北省保
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
开庭审理了国家能源局煤炭
司原副司长魏鹏远（级别为正
处级）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案。被告人魏鹏远被控受
贿21170万余元，另有共计
折合人民币13109万余元的
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此
案将择期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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