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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专题

近年来，安阳市检察机关结合安阳实际，
积极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查处
了一批因国家公务人员渎职犯罪而损害民生
民利的案件。

2012 年 11 月 23 日，内黄县人民法院以滥用
职权罪、受贿罪判处安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安监科副科长库某有期徒刑 6年；以滥用职权
罪分别判处内黄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李某、
姬某有期徒刑各 6个月。随着法院的宣判，在全
国有重大影响的河南昊海药业有限公司“毒胶
囊”事件背后所涉的渎职侵权案件终于尘埃落
定。这一案件的办理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安阳市人民检察院领导的
高度关注，100%的实刑判决结果彰显了案件政
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2012 年 4 月 15 日，央视曝光“毒胶囊”事件
之后，内黄县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立即进驻河
南昊海药业有限公司，对该企业的原料购进、生
产、检验、销售等环节及监管部门监管职责的
履行情况进行全方位的了解。随着调查的深
入，内黄县检察院反渎局发现，监管部门明知
河南昊海药业有限公司检验铬含量超标的仪
器不符合规定，却不按照规定对仪器进行校
验，在不符合药品生产企业开办条件的情况
下，仍然在生产许可证换发现场检查时予以审

▲安阳市人民检察院反渎局开展集中学习活动

▲在公安机关配合下，内黄县检察院反渎干
警深入“毒胶囊”生产企业进行调查

▲反渎干警讨论案情

安阳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常凤琳与群众交谈

严厉打击保平安
依法履职促发展
——安阳市检察机关全面扎实推进反渎工作纪实

□记者 陈军 特约记者 司明凯/文图

阅读提示
近年来，安阳市检察机关结合安阳社会经

济发展实际，突出服务大局，强化队伍建设，积
极践行检察职能，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
点问题，全面扎实地开展反渎职侵权各项工
作，有效维护了全市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促进
了经济发展。

通过查案带队伍
着力加强反渎队伍建设
安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常凤琳

告诉记者，去年反渎工作之所以取得
全省综合评比第一的成绩，与市检察
院党组抓班子、带队伍、促业务，全面
提升办案质量分不开，与市检察院反
渎局坚持以理论知识和业务实践的相
互促进分不开，也与这支队伍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的良好素质分不
开。“干警的侦查意识、证据意识和突
破案件能力都在不断提升，反渎队伍
的执法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常
凤琳说。

近年来，安阳市检察机关通过查
办渎职犯罪案件，深挖渎职背后的贪
贿犯罪，查处了一系列重特大渎职侵
权案件。经过大要案的洗礼，反渎队
伍发现犯罪的能力、运用侦查谋略的
能力、调查取证的能力和安全防范的
意识进一步增强，锻炼出了一批优秀
的侦查员，队伍进一步成熟。全市反
渎部门通过查案带队伍，进一步锻炼
了干警的素质和能力，造就了一支政
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
正的反渎队伍。

据介绍，安阳市检察院反渎局始
终把加强反渎队伍能力建设作为一项
基础性的工作来抓，结合侦查办案实
际，有针对性地开展业务培训、岗位练
兵和实战训练，充分利用一体化办案
的有利条件，以案代训，以老带新，在
办案中增长实战经验，提升能力；在实
战的基础上，加强经验交流，培养了一
批业务精、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侦查
人才，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针对反渎工作新的法律法规、司
法解释出台较多、变化较快等现状，安
阳市检察院加强对反渎干警的教育培
训工作，在积极参加省检察院组织的
反渎业务培训班的同时，注重岗位练
兵，实行全员轮训，在“学中干、干中
学、学干结合”中提升办案能力，从司
法体制改革到职务犯罪侦查，从证据
收集研判到涉检舆情应对，全面提升
反渎干警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我们在业务知识的学习、法治思
维的培养以及办案规范化等方面，都
对干警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石江平
说，在“毒胶囊”案、“病死猪”案、铸园
公司骗取国家节能资金案等案件的办
理中，反渎干警均对相关的法律法规、
地方政策及行业规定进行了严格细致
的深入学习，确保案件办得扎实，经得
起检验。

据了解，安阳市检察院要求反渎
干警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
专注法治定力，牢固树立红线意识，不
断通过案件回访、领导提示、自我总结
等方式，逐一梳理各项工作中可能存
在的问题，结合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政
治工作，认真对照整改，细化整改方
案，落实整改措施，限时整改到位。同
时，安阳市检察院要求反渎干警将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贯彻落实到执法
办案的每一个环节，严格落实案件承
办人责任，做到程序性规定和操作规
程落实有保障、办理的案件无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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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2月份，一条来自监狱举报林

州市铸园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铸园公
司）老板李某骗取国家节能资金数百万元
的线索被送至安阳市检察机关。在对线
索进行评估之后，安阳市检察机关迅速成
立了由市检察院反渎局侦查一处和安阳
市北关区检察院反渎局组成的联合办案
组。经过认真分析，专案组认为这条线索
的背后，很可能是一起严重的渎职犯罪案
件，甚至还存在着贪贿犯罪。

专案组成立后，侦查员秘密赶赴监
狱，详细询问了举报人，初步了解了铸园
公司老板李某向安阳市发改委原副主任
陈某行贿，骗取国家财政节能奖励资金数
百万元的情况。为了核查真相，侦查员又
马不停蹄地赶到铸园公司，实地查看了铸
园公司并询问了知情人。在了解到铸园
公司从来就没有建设过冲天炉等设备，并
在财政部门取到了两次拨款 628 万元到
铸园公司账户的书证后，专案组认定了铸
园公司采用造假手段骗取国家节能奖励
资金的事实。

铸园公司老板李某到案后，在扎实的
证据面前，交代了犯罪事实。

经查，2009年底至 2010年，铸园公司
在申报国家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
项目期间，时任林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的李某军明知铸园公司没有冲天炉，不
符合申报条件，不能出具环评意见，仍旧
坚持让林州市环保局出具环评意见，致使
铸园公司通过编造、伪造虚假申报材料成
功申报该财政奖励资金项目。时任林州
市发改委主任的牛某明知铸园公司不存
在冲天炉，不具备申报资格，却仍对铸园
公司申报的项目予以立案备案并向安阳
市发改委转请。时任安阳市发改委副主
任的陈某主管该项目工作，时任安阳市发
改委环资科科长的刘某负责节能减排财
政奖励资金的审核、上报以及安阳市节能
减排科技资金项目的推荐工作。陈某和
刘某明知铸园公司申报的淘汰冲天炉建
设中频电炉节能减排财政奖励资金项目
中没有冲天炉，不符合申报条件，仍旧为
铸园公司提供支持帮助，协调环评文件并
违规上报铸园公司申报的项目。时任林
州市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的李某峰利用
负责环保局全面工作的职务便利，明知冲
天炉等设备设施根本不存在，仍违法向企
业提供环评审批手续。铸园公司申报的
项目最终通过国家发改委申批，致使国家
遭受628万元的重大经济损失。

最终，陈某等5人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为自己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付出了代价。

“渎职犯罪往往离不开权钱交易，有
权钱交易就可能会有贪贿犯罪，我们分析
渎职案件主线索时，注意找出与之相关联
的其他犯罪线索一并侦查，有效提高成案
率。”安阳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石
江平告诉记者。

在这起案件中，专案组认真学习了相
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掌握了申报国家节
能资金的流程和要求，随即确定了“锁定
渎职，突破贪贿”的办案指导思想。专案
组按照以事找人的方法，运用案件线索关
联机制，把与主线索相关联的支线索认真
梳理，经缜密侦查，又相继查处了陈某等
人受贿的犯罪事实，使这起最初只有举报
一人一案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逐步扩大
到一案5人。

转变办案思路
深挖渎职背后的贪贿犯罪

A

以专项工作为抓手
积极查办重点案件

B

核通过；且在多年的日常监督中，明
知道河南昊海药业有限公司长期存
在上述情况，而不进行任何监督的犯
罪事实也被查出。

2010 年 10 月份，库某等 3 人作为
河南昊海药业有限公司药品生产许
可证换发现场检查小组成员，在检查
过程中明知该企业在机构人员、铬检
测仪器配备及校验方面存在严重问
题，不符合药品生产企业的换证条
件，故意隐瞒该情况，没有在现场检
查笔录中予以记录，并最终为河南昊
海药业有限公司出具了“该企业符合
药品生产企业开办条件，能够按照

《药用辅料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组织
生产”的综合评定意见，误导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1 年 1 月 1 日为
河南昊海药业有限公司换发了新药
品生产许可证。由于 3人不正确履行
自己的职责，导致河南昊海药业有限
公司生产的 10 批药用空心胶囊铬含
量超标。经核算，铬超标空心胶囊价
值为 70万余元，相关制药企业使用铬
超标空心胶囊生产的药品价值 488万
余元，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授权必须为，不授权不能为。
国家公务人员的不作为危害到了公
众安全，就必须为自己的渎职行为付
出代价。”石江平表示。

2013 年年初，林州市检察院在针
对侵害民生民利的渎职案件线索进
行排查时，发现林州市菜市场上经常
出现销售病死猪肉的情况。经过对
线索的分析整理、全面摸排，2013年 4
月，林州市检察院反渎局联合林州市
公安局食品药品监管大队经过三天
的蹲守，于 4 月 20 日凌晨 5 时许在林
州市其林台菜市场发现一可疑车辆，
当场查获病死猪肉 8 扇，合计约 700
公斤。经过调查，该车病死猪肉系从
林州市民生屠宰场售出，林州市检察
院反渎局与公安人员立即赶往该屠
宰场，将其老板和主要负责人控制。
办案人员经过调取账目等相关材料、
凭证得知，该屠宰场自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4 月持续屠宰、销售病死猪近
20 万公斤，涉案金额 197 万余元，而
相关监管单位长期未进行过查处，存
在失职渎职情况。

在查出了存在的犯罪事实后，林
州市检察院反渎局立即制订了侦查
计划和抓捕方案。最终，侦查员兵分
数路，在市检察院的统一指挥下，同
时控制了时任林州市畜牧兽医管理
局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赵某及其他 6
名责任人员，为案件的顺利查办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检察机关最终查明，2007 年至案
发前，赵某等 7 人在林州市畜牧局工
作期间，收受屠宰场承包人好处，明
知屠宰场有病死猪，而没有采取有效
措施予以制止，并为屠宰场屠宰病死
猪充当保护伞，致使民生屠宰场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4 月持续屠宰、销售
病死猪近 20 万公斤（价值 197 万余
元），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
损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2014 年 4 月 24 日，安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7 名
被告人中 6 人均被判处 3 年以上有期
徒刑，另一被告人因任职期间短，犯罪
情节轻微，且庭审中认罪、悔罪，法院
认定其构成犯罪，免予刑事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