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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建寺庙 善款背后藏猫腻

南阳市唐河县地处豫西南南
阳盆地，是河南省 10 个移民试点
县之一，也是河南省南水北调丹
江口库区移民安置总量第二大
县，涉及全县 13 个乡镇 87 个行政
村。移民时期，有群众向唐河县
检察院反映唐河县移民局局长柳
皓利用职权大肆索贿受贿，和他
人合伙在石柱山上修建了五座庙
宇。

接到举报后，唐河县检察院
反贪局成立了专案组，经摸底调
查后分析研究认为，柳皓作为移
民局局长，负责移民安置、稳定、
移民住房建设、基础工程、公益
设施等工作，掌握众多移民项目
工程申报、拨付工程款的大权，
极有可能涉嫌移民工程建设领
域腐败问题。随即，反贪侦查人
员兵分两组，一组对柳皓的基本
情况、主要社会关系、银行存款
等情况进行外围摸查；另一组则
以预防调查为由，重点调取柳皓
主 管 的 移 民 住 房 建 设 、基 础 工
程 、公 益 设 施 等 项 目 的 有 关 资
料。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警方
发现其密切联系人之一的钟某竟
然与承包移民项目工程的负责人
联系频繁。

收贿赂后修建庙宇

经调查，钟某是该县一家经
营汽车轮胎店的老板，不从事建
筑行业，而根据通话记录显示，通
常是在承包移民项目工程的负责
人与钟某联系后，钟某再与柳皓
联系，之后钟某转账给柳皓大额
资金。

侦查人员接触钟某时，钟某
起初抵触情绪相当严重，要么沉
默不语，要么装疯卖傻。反贪干
警在对其进行思想、法律教育的
同时，出示他与柳皓及承包移民
项目工程的负责人之间不正常
联系的记录，适时抛出他何时将
钱转账给柳皓，使钟某误以为侦
查人员已掌握他和柳皓之间不
正当的经济往来。在强大的攻
势下，钟某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
溃，供述了自己与柳皓合伙在石
柱山上修建庙宇的事实，并坦言
应柳皓要求，自己替其收受以捐
钱修建庙宇为名索取钱物的事
实。

侦查人员秘密接触钟某提到
的涉嫌行贿的人员。在调取某建
筑设计有限公司财务账时，发现
一张 2012 年钟某打的 5 万元收
条 。 经 询 问 总 经 理 李 某 得 知 ，
2008 年，李某所在的公司承揽了
唐河县移民安置房的设计工作，
2010 年在工程款拨付之际，柳皓
找到李某，给他 5 万元的发票，要
求他捐 5 万元修庙。为顺利拿到
设计费，李某被迫同意。

2012年 3月，柳皓听说检察机
关在调查原主抓移民工作的一名
县领导，遂找到李某，要求先将这5
万元钱放在公司财务处，等风声过
了再送给他。当年 9月，钟某按照
柳皓要求将 5万元拿走，并给该公
司出具收条。固定柳皓索贿 5 万

元的再生证据后，经检察长决定，
警方果断对柳皓涉嫌受贿立案侦
查。

柳皓多年从事领导工作，心理
素质好，反侦查意识强，到案后，他
利用自己体弱多病做文章，说自己
记不清了，并以绝食向办案人员施
压。

“既然他迷信鬼神，那就从这
方面入手。”基于这种认识，侦查
人员调整审讯策略，和柳皓一起
回忆他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组织
上对他的培养，拉近与其感情距
离。柳皓的思想果然发生了动
摇，此时，侦查人员将钟某的证言
及调取的收据等材料放在柳皓面
前。柳皓不得不对自己利用掌握
移民工程建设项目申报、拨付工
程款等职务之便，以及以修建庙
宇为由，索取收受他人贿赂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从鬼神处寻求庇护保官位

柳皓自幼家境贫寒，1983年，
柳皓顺利考入大学，成为当地第
一个大学生，1987 年大学毕业后
又 顺 利 地 分 配 到 唐 河 县 工 作 ，
2005 年 9 月被组织任命为该县移
民局局长。随着柳皓手中的权力
越来越大，身边吹捧他的人也越
来越多，面对别人送去的钱物，他
收下后又感到心里不踏实，就想
到从鬼神处寻求庇护。

柳皓多次给别人说起，一天
夜里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修建
20 座庙宇，到阴曹地府之后就可
以超度托生了。于是，在一位大
师的指引下，柳皓到处寻找“风水
宝地”，最终锁定了石柱山。2009
年 9月，柳皓便开始在石柱山上筹
建能保佑自己的“天柱宫”。

柳皓为了圆自己的梦，把罪
恶的双手伸向了移民安置工程
的每一个角落。2011 年，唐河县
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承担南水
北调源头丹江口库区移民实用
生产技能培训，由唐河县移民局
负责管理和培训费用的拨付工
作。2011 年 12 月，该校负责人潘
某宴请柳皓，让其尽快拨付培训
款。此时，柳皓在石柱山的庙宇
建造工作因为资金短缺即将陷
入停工状态，于是，柳皓避而不
谈培训款的事情，一味地诉苦说
修 建 庙 宇 造 福 苍 生 ，可 资 金 紧
张。心领神会的潘某当即答应
愿捐款 10 万元。之后，该校也顺
利拿到了 83.5 万元培训款。

经检察机关查证，柳皓任职
唐河县移民局局长期间，在对外
承揽移民工程项目、移民工程监
理项目、拨付工程款、移民自建房
差价款、移民生产实用技能培训、
移民安置点住房设计、为他人结
算工程款、移民工作评先表彰以
及人事调整等工作中，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先后多次非法索要，收
受 21 人贿赂款 38.2 万元，全部用
于石柱山庙宇建设。

柳皓在“边贪腐，边建庙”中寻
求心理慰藉，寄希望于鬼神来消除
自己违纪违法后内心的不安，进而
越陷越深。虽然他受贿没有装进
自己的腰包，但触犯了法律仍然落
得锒铛入狱的下场。

□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牛凌云 雷靖

收受贿赂后怕出事，晚上做梦修建庙宇可保身，这
样的荒唐事竟然发生在一个移民局局长身上。南阳市
唐河县移民局局长柳皓（化名）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
便，先后收受承包移民项目工程老板们送的38万余元，
全部用于修建庙宇，以保自己官位。日前，南阳市中级
法院二审开庭审理后认为，柳皓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
赂并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受贿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4
年，并处罚金20万元。

“酒品下降”反映引重视
淮滨县的河南五谷春酒业有限公司（四川省宜

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淮滨分公司）的负责人称：
“陆续听到有人反映说我们酒厂的酒品下降了，喝着
不舒坦，可是假酒在哪儿呢？”这条线索引起了淮滨
县公安局的重视，遂安排民警摸排。2016年8月，该
局经侦大队民警在走访摸排中发现，该县个别烟酒
门市部销售的河南五谷春酒业有限公司出品的“金
谷春”（一帆风顺）和“乌龙珍品”白酒包装箱上喷码
模糊且进货渠道不正规，有销售假酒嫌疑。

为迅速查明真相，侦查民警乔装打扮成普通群
众，在淮滨县城关刘某烟酒门市部购买了一箱“金谷
春”白酒。随即，侦查民警将该箱酒送至河南五谷春
酒业有限公司进行鉴定。经该公司鉴定，该箱“金谷
春”系假酒，并出具了鉴定文书。

为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违法犯罪，切实保护企业
的合法权益，淮滨县公安局局长黄遵喜高度重视，要
求立即成立专案组，彻查假酒来源，坚决把制售假酒
窝点连根铲除。

绘制流程图欲斩断整个犯罪链条
随着专案组调查的深入，侦查民警发现该犯罪

团伙非常狡猾，警惕性高。为躲避公安机关的侦查，
该团伙主要嫌疑人故意将居住窝点选租在一个窄巷
的尽头，让人无法直接观察，一直紧闭的大门和厚重
的窗帘更让人无法观察其内。犯罪嫌疑人昼伏夜
出，去向不定，极难查清其行踪。专案组民警毫不气
馁，经过近半年的蹲守、秘密跟踪以及辗转多省，调
查了上百家物流公司，调取数百个银行账户，终于查
清以淮滨县居民吕某等人为首的制售假冒“金谷春”

“乌龙珍品”等系列白酒犯罪团伙。
经调查，专案组发现吕某等人除向淮滨等地大

量销售“金谷春”等系列假酒外，还向外地大量销售
假酒。为将整个犯罪链条全部斩断，根据前期调查
的情况，专案组绘制了吕某等人制售假酒的流程图：
制造假白酒的原酒由四川的杨某提供，内外包装由
山东的李某提供，防伪标识及合格证由广东的陈某
提供。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专案组彻底查清了该
犯罪团伙人员组成，该案涉及河南、山东、四川、广
东、安徽等五省几十名嫌疑人，成功锁定了生产窝
点、租用仓库以及运输车辆。

五省统一行动集中收网
鉴于案情重大，涉案区域广泛，参与嫌疑人众多

等情况，淮滨县公安局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请发起集

群战役。2016年11月9日，公安部批准发起集群战
役，决定在全国五省同步开展侦查，待时机成熟后统
一收网。正当专案组获悉该犯罪团伙即将交易一大
批货物，准备申报收网之时，该犯罪团伙却突然取消
交易，其生产窝点也停产了。原来是广东警方在摸
排核实该制假团伙非法制售假防伪标识时，不慎惊
动了对方，该团伙主要嫌疑人吕某正伺机逃窜。

为防止夜长梦多，确保成功收网，黄遵喜火速
带领相关人员向信阳市公安局作了汇报，经与参战
省份公安机关充分协商，淮滨县公安局及时呈请公
安部下达统一收网指令，公安部迅速予以批准。
2016年12月15日，淮滨县公安局制订了详细的行动
方案，抽调精兵强将，兵分8路，实施集中统一抓捕行
动。全体参战民警快速反应、强力攻坚，先后抓获
11名犯罪嫌疑人，捣毁5处制假窝点，缴获4500余
件假酒及大量制假设备，扣押3辆涉案车辆，经初
步估算，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到案后，吕某称
自己是在2016年8月份才开始做假酒的，一共做了
200箱假酒。而据办案民警介绍在调查中就发现
了吕某在2014年和2015年购买的包装盒、原酒的
物流单，同时吕某在看守所时，其收缴的手机上还
收到了物流公司短信，短信中提到2吨重的勾兑后
的原酒到货，原来外地原酒满足不了需要的时候，
吕某就想到了用4元一瓶的廉价酒灌装的“点子”。

同时，山东菏泽、安徽阜阳、广东广州、四川成都
等地警方也统一收网，成功抓获多名违法犯罪嫌疑
人。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查证中。

此案的成功侦破，有力打击了制假售假违法犯
罪，有效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了正常的
市场经营秩序。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向
淮滨县公安局发来感谢信，对公安机关重拳出击、打
假维权表示诚挚的谢意。

淮滨县公安局打赢公安部“2016·11·9”假
冒五粮液集团产品集群战役

1分钟一瓶4元的脱牌酒摇身一变成200元的“金谷春”

□记者 井春冉/文 宁晓波/图

2017 年 1 月 4 日，淮滨县公安局民警
赵怀强在制假窝点现场演示了“金谷春”
的“生产”过程。记者发现，不到一分钟时
间，换瓶、封口、贴上防伪标签和装进包装
盒，4元一瓶的廉价酒摇身一变就成了200
元的“金谷春”。近日，在上级公安机关统
一指挥调度下，作为公安部“2016·11·9”假
冒五粮液集团产品集群战役的发起地和
主办地的淮滨县公安局精心组织、科学研
判、果断出击，成功将位于淮滨县以吕某

为首的特大制造、销售假冒五粮液集团产
品的犯罪窝点全部打掉，先后抓获11名违
法犯罪嫌疑人，捣毁 5 处制假窝点，缴获
4500余件假冒“金谷春”“乌龙珍品”等白酒
及内外包装盒、防伪标签等制假设备，扣押
3 辆涉案车辆，经初步估算，涉案金额达
1000余万元。作为集群战役的重要组成部
分，山东菏泽、安徽阜阳、广东广州、四川成
都等地警方也统一收网，成功抓获多名违
法犯罪嫌疑人。

边贪腐边建庙

移民局局长拜鬼神保官位

斩断制销假酒“产业链”

制假现场

民警演示假酒民警演示假酒““变身变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