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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耀宏：

用奉献诠释对事业的忠诚
●人物档案：

杨耀宏，男，42 岁，研究生
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平顶山市
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大要
案指挥中心副主任。他多次被
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评为“优
秀检察官”、“优秀党员”、“优秀
党务工作者”，并荣记三等功一
次，他所在的反渎职侵权局还
先后被最高检表彰为查办危害
民生民利专项工作先进集体，
被省检察院授予集体二等功。

杨耀宏查办的该市家电
下乡系统相关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渎职犯罪系列案件，属于
近年来该市反渎职侵权部门查办涉
及民生民利的重大系列案件，是近
年来该市一个系统查办案件人数最

多、被判处刑期最高的渎职犯罪系
列案件，也是全国查处家电下乡系
统渎职犯罪案件，查得最深入、效
果最好的案例。

处处留心得线索

2012年初，杨耀宏在与一位朋友
闲聊时，偶然听到“做家电的这几年
靠国家补贴都发了”。说者无心，听
者有意，他凭借着职业敏感性，觉得
这可能涉及渎职犯罪。通过一个多
月的调查，他发现有部分家电经销商
弄虚作假申报补贴，大量骗取国家家
电下乡财政补贴的情况。他主动向
时任反渎局局长卢风欣汇报，引起了
卢风欣的高度重视，随即决定由他牵
头初查该线索，从此掀起了查办家电
下乡政策实施过程相关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渎职犯罪的风暴。两年来，在
现任反渎局局长任书铭的支持下，他
先后带领4个基层院共查办了4个县
（市、区）的家电下乡渎职犯罪案件10
件 20 人，现已起诉 8 件 18 人，已判决
6件12人，其中7人为实刑判决，被判
10年以上有期徒刑3件3人。所立案
件全部为重特大案件，其中，涉及科
级干部 2 人，已查处的家电下乡案件
共造成国家经济损失2100余万元，挽
回经济损失600余万元。通过这些案
件的查办，打击了相关领域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打出了检察机关
的声威。

数据背后筛蛀虫

案件启动后，杨耀宏先后调取
了多个财政部门发放家电下乡补贴
的资料，他把资料分类，编上号码，
整齐地放到仓库里。经过 3 个月的
辛苦工作，杨耀宏共手工录入补贴
信息 1.5 万多条，因长时间连续使用
电脑录入资料，他的颈椎都落下了
毛病。在分析材料的基础上，他得
出部分家电经销商利用一张发票多
次重复使用等多种手段骗取国家家
电下乡补贴资金的线索，由此开启全
市检察机关开展系统查办家电下乡
案件的序幕。考虑到全市家电下乡
补贴数据量大，靠手工录入的模式分
析数据已无法完成。他跑北京、进省
城，协调相关部门从国家家电下乡补
贴数据库中调取该市补贴资料，并数
次到访北京家电下乡软件开发企
业。通过对这些海量信息逐条筛选
分析，涉及全市各县（市、区）20 多个
补贴网点的重大系列渎职犯罪案件
线索清晰显现出来。目前，还有相当

可观的家电下乡线索备查。

锲而不舍取铁证

该家电下乡补贴资料涉及全省
数十个地区，通过调查分析，杨耀宏
发现，南阳市淅川县蒿坪乡上千农户
在该市申报补贴达百万元之巨。为
查清相关情况，他带领一组干警到该
地走访申报补贴农户。淅川多为丘
岭、山地，走访农户时，他冒着酷暑徒
步走访。经过二十多天、走访2200余
户农户，杨耀宏查清了在平顶山市经
商的南阳淅川人龚某，通过熟人借、
村委会干部购买、用洗衣粉换取等方
式取得该地 1000 多户农户的身份信
息，并利用这些农户信息反复在我市
多个财政补贴网点申报家电下乡补
贴，诈骗国家下乡补贴款的犯罪事
实。同时也查清了新华区滍阳镇财政
所所长张某、工作人员王某涉嫌渎职
和受贿犯罪的案件线索，并对其立案
侦查。现龚某及其丈夫贾某一审分别
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10年。

斗智斗勇破大案

2013 年 8 月 3 日，新华区滍阳镇
财政所王某涉嫌滥用职权案件正在
侦办阶段，经过反复较量，王某承认
了工作中有滥用职权的行为，但对其
涉嫌受贿犯罪的行为拒不承认。杨
耀宏在依法搜查王某住宅时发现，房
子里家用电器全是新上市的高档产
品，并且配套齐全，品牌一致。后经
杨耀宏对王某做思想工作，劝其配合
检察机关的工作，争取宽大处理。王
某说，愿意配合检察机关工作。接
着，杨耀宏话锋一转：“把你家里电器
的事说说吧。”就这样，王某一一说出
了刘某、龚某向其行贿20余万元的犯
罪事实。最终，王某二审以滥用职权罪
和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杨耀宏政治立场坚定，办案坚持
原则，但他也是有血有肉有情的人，
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因该案涉及人
员多，打招呼说请的情况也时有发
生，但他都能妥善应对，把握好法律
和人情的关系，做到执法公正廉洁。

杨耀宏就是这样一名普通而又平
凡的检察官，凭着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
求，用正义、良心坚守着法律的公正，用奉
献和执着，诠释着对检察事业的忠诚。

张华民：

尽职尽责做好法律卫士
●人物档案：

张华民，男，蒙古族，50岁，
1986年参加工作，1990年从事
检察工作，现任叶县人民检察
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兼反渎
职侵权局局长，四级高级检察
官。从检25年，先后荣获全省
检察机关查办渎职侵权犯罪工
作先进个人、全省深入查办危
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
罪专项工作先进个人、全市首
届优秀青年卫士、全市人民满
意的政法干警，五次获市级优
秀检察官或者先进工作者，三
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他负责的
反渎职侵权局获全省严查危害民生民利
渎职侵权犯罪专项工作先进集体，并荣
立集体三等功一次。他分管的反渎、民
行、监所等工作先后11次获全市先进。

从1990年调到叶县检察院至今，张
华民在检察战线上奋战了25个年头。他
曾多次说过：“老百姓是我们检察工作的

源头活水。我们要想在检察工作中做出
业绩，做出成效，就永远不能忘记了头顶
的湛湛青天，不能忘记了身旁的黎民百
姓。”张华民是这么说的，也始终是这么做
的。正是因为一丝不苟执法，全心全意为
民，才有了工作上的卓越成绩；正是因为
守住了这泓源头清泉，才有了他检察工作
的活水不断！

□通讯员 牛彩 颜璐郭永鸿/文 李浩明/图

公正执法
不忘头顶湛湛青天

工作中，张华民严谨认真、精益求
精、公正执法，带领反渎干警顶住重重
压力，避开人情亲情，抵挡住各种诱惑，
侦破了一起又一起渎职侵权犯罪案
件。近 4年来，他带领反渎干警先后查
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 45 件，为国家和
人民挽回经济损失1280余万元。

张华民分管的民行工作因其犯罪
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必然会遇到重重困
难。办案过程中，他讲策略、重实干、重
证据、敢较真，带领民行干警避开干扰，
冲破障碍，办成了一桩桩铁案。叶县检
察院民行工作创新监督方式，在审查上
网法律裁判文书时，从细微之处发现了
严重的问题：同一案件竟然有两个内容
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张华民带领干
警进行全面的调查，最终发现法院存在
违规上传判决文书、伪造调解笔录、更
换上网裁判文书等严重问题。正面接
触之后，种种阻力接踵而至：当事人的
苦苦哀求，有关方面的出面协调，家属
施加的家庭压力……但这一切都没有
能够阻止张华民和他的团队办理此案
的决心和信心。最终，案件得到了公正
处理，有关责任人受到了行政处分，他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了法律的神圣，
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张华民说：“我们的手中，掌握着这
柄检察的利剑，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让它
锋利，剑锋所指，惩恶扬善。”张华民在用
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忠诚、公正、清廉、文
明”的承诺，用对法律的执着诠释着一位
检察官“为民、务实、清廉”的信念，用最
为公正的执法无愧着头顶的湛湛青天。

一心为民
呵护这泓源头清泉

农民出身的张华民，与人民群众有
着深厚的感情。作为一名检察干警，他
时时刻刻把为民情怀渗透到具体的执
法办案中去。

2009年初，叶县辛店乡田寨小学和
附属小帅才幼儿园发生甲肝疫情，疫病
迅速流行，致使 18 名小学生和 23 名幼

儿感染。40多个孩子，牵动了张华民和
反渎局检察干警的心。在这场疫情中，
该乡防保组组长赵某和县疾控中心学
卫科科长张某，明知辖区内有疫情发
生，却不认真履行传染病防控监管职
责，没有采取及时必要的措施，以致造
成了严重的后果，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对此，张华民说：“我们一定要严查此
案，查清楚失职渎职行为，给这 40多个
家庭一个交代。”就这样，张华民和他的
团队克服各种干扰，深查背后的根源，
最终让犯罪嫌疑人赵某、张某受到了法
律的制裁，同时也抚慰了 40 多个受伤
的家庭。

这个案件，成为了我国第一例传染
病防治失职罪，而张华民和他的团队也
必将因为此案而载入中国法律的史册。

两袖清风
不改干警本色

作为一名检察官，一名奋战在反腐
倡廉最前线的检察官，可能要承受比别
人更多的考验。“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冲在反腐第一线的张华民，深知自己身
上的担子关乎法律的威严和人民的希
望，每时每刻，他都在用近乎苛刻的要
求来约束自己，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考
验，既练就了忠诚公正、一心为民的公
仆情怀，更坚定了刚正不阿、廉洁从检
的浩然正气。担任纪检组长以后，更是
两袖清风，清正廉明。工作中，他不惧
艰难险阻，不怕打击报复，不计个人得
失，总是带头冲锋在执法办案的前沿阵
地，彰显着个人公平、公正、廉洁、文明
的独特人格魅力。生活中，他时刻注重
自己的形象，发挥着表率作用，用自己
的影响带动着全体干警，彰显着叶县检
察院的良好院风。

25 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个人，张
华民原本青涩的脸上已经写满了岁月
的沧桑，但更多了一份执着与坚定；从
一个普通的检察干警成长为检察战线
的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更多了几分严
肃与刚毅。但没有改变的，是他从检时
那最初的梦想；没有改变的，是一位检
察干警的本色；没有改变的，还有一心
为民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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