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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超市买东西! 超市本该找给

你几角钱的零钱! 却用几块糖果代

替"近日!浙江玉环好多多超市在工

商部门多次告诫未果的情况下!被

处以一万元罚款"

前不久!玉环的杨先生在好多多

超市购买了
!"#$%

元的商品!付了
&%

元!收银员找给他一元硬币还有三颗

糖果" 这让杨先生很无奈#$我又不想

要这三颗糖果!而且谁知道这糖果有

没有过期% 超市是不是拿卖不出去的

东西硬塞给我% &工商部门认定!'以

糖果代币找零&行为!违反了(浙江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办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系

搭售商品的违法行为!侵犯了消费者

自主选择商品的权利,公平交易的权

利等合法权益" 对其作出罚款一万元

的行政处罚!是该种行为法定最高处

罚" !据"浙江日报#$

日前! 湖南娄底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一起涉恶大

案!被告人梁理军等
'"

人被检察机

关指控犯罪事实
("

起!分别触犯故

意杀人,聚众斗殴,窝藏,寻衅滋事,

非法拘禁,赌博,开设赌场,贩卖毒

品等
"

项罪名"

冷水江市铎山镇新台村东升煤

矿与桐子湾煤矿两家相邻煤矿因资

源纠纷素有矛盾"

'%%$

年
'

月
'&

日

上午!桐子湾煤矿股东谢胜等人来到

东升煤矿的梁理军家!双方发生争吵

并相互斗殴" 双方共在谢胜家附近聚

集了百余人发动'进攻&!相距十余米

远时开始互扔砍刀和石头"梁理军用

火枪向对方人群开枪!钟裕国则用枪

击中对方冲在最前面的谭军的头部"

谭军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该案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 !据%长沙晚报&$

原证监会副主席王益案所牵连

的人群还在扩大" 日前!有媒体传出

!&

岁的银河证券总裁肖时庆 -上图.

近日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消息/

记者就此向银河证券有关人士

进行核实! 该人士称并未听说此事"

不过!随后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有关人士证实!肖时庆因个人

原因已于不久前辞去银河证券总裁

职务及现任党内职务和社会职务!并

且正因个人问题接受有关部门调查"

针对肖时庆被拘的原因! 市场

目前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受到王益

案的牵连"

'%%"

年
)

月
"

日!王益

被'双规&"今年
'

月初!王益被开除

党籍,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王益在
(**&

至
(***

年任职证

监会期间!一直分管上市部"而肖时

庆在证监会期间! 一直为王益所赏

识!先后被擢升为副处长,处长!后

来更被提拔为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

任!两人也关系密切"

另一种说法是肖时庆被调查

与证券业死刑第一人杨彦明案有

关 " 银河证券北京望京西园营业

部原总经理杨彦明因贪污
)"!%

多

万元拒不交代赃款去向 ! 被法院

判处死刑" !据%京华时报&$

拿糖果当找零
超市被罚万元

两煤矿相互斗殴
火枪砍刀齐上阵

银河证券总裁被拘
传与杨彦明案有关

'重庆第一贪(晏大彬受贿 !!!"万元)

检察官透露幕后故事***

&

月
'

日!家住浙江杭州枫华府

第的陈国太!

()

年来第二次被警察

带回警局 '协助调查&" 洗清冤枉之

后!陈国太说!一切都像港片中演的

那样!要怪也只能怪老爹当年给他取

的名字太大众化了!老和做坏事的坏

人同名"

今年
!"

岁的陈国太是诸暨人"

其实老爹起的名字挺有意义#希望国

家太平!儿子安康" 可说起近日发生

的事情!他还是很难过"

看完比赛)警察来敲门

&

月
'

日! 他跟儿子在家过节"

傍晚时分!看完世乒赛!他们一家准

备去外面吃饭"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陈国太打开门一看!门外站了六七个

人!还有几个穿着警服"

站在最前面的一位警察出示了

证件"

'请问你是不是叫陈国太% &

'是的" &

刚说完!来人就都进屋了!站在

餐厅位置" '我们是来调查常住户口

的" &带头的警察告诉他" 陈国太想!

这也正常! 前几天社区刚来调查过"

他知道调查户口的程序!很自觉地从

皮夹里拿出身份证!让警察登记姓名

和身份证号码"

涉嫌'盗卖文物+遭拘留

一番问话后!一直站在旁边的另

一位便衣警察突然从包里掏出两张

纸放在桌上#'你被刑事拘留了 !签

字" &陈国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桌上的两张纸一张是'刑事拘留

证&!一张是'家庭搜查证&"

'这个事情你们肯定弄错了" 我

犯了什么罪% &'盗卖国家文物" &'我

是良民!你们搞错了"&陈国太急得大

叫起来" 警察一直要陈国太签字" 三

思之下!他签了字!相信事情总能弄

明白的"

警察开始了搜查!把书房里的抽

屉一个个打开!书架上的摆设一件件

翻过!又跑上楼搜查房间!衣柜,床头

柜,电视柜全部搜过!但没有查到任

何东西"

抓错人 坏人和他同姓名

这之后!警察带他回派出所协助

调查"'两个警察挨得我很近!生怕我

逃跑" &陈国太说" 在派出所!他生平

第一次进了审讯室"

陈国太一直强调!一定是警察搞

错了" 但两位警察什么话也不说" 当

天晚上
"

点半!陪他坐着的两个警察

终于走出去了"杭州本地的一个警察

进来了#'他们把事情弄错了!我们是

配合他们的" &

陈国太从警察那儿了解到!原来

那两位是江苏省仪征市公安局的!正

在破一起盗卖国家文物的案子!其中

的嫌疑人交代!有一个叫陈国太的浙

江人!他们从网上搜索到杭州陈国太

的照片后!经嫌疑人指认即为他" 后

来!派出所的消息称!本地派出所是

协助江苏仪征破案的!经过核实确实

是警方因为同名同姓搞错了"

事实上!这并不是陈国太第一次

被误抓"

(**+

年!他也被误会过" 那

时!他还在绍兴一家信托公司上班"

!

月份的一天!绍兴市检察院的工作人

员到他的工作单位把他带走! 说他

'在有信贷关系的企业虚报
+

万元发

票&"被错误关押一天后!查清违法者

是另外一个和他同名同姓的人"

至此!陈国太哭笑不得" 他希望

下次'陈国太&不要再犯错了!他可不

想第三次被错抓" !据%钱江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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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巫山县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受贿
''')

万元!成为"重庆第一贪#$

!

月
+%

日!对晏大彬行贿的周松!被重庆南岸区法院判刑
(%

年$

&

月
+

日!南岸区检察院主

诉检察官鲁荣透露了此案幕后故事%这个行贿第一人!送钱用麻袋装!在路边勾兑晏

大彬$ 最多的一次送了
(&%

万元!用了两个编织袋$

相见之初 不谈业务

鲁荣检察官介绍!晏大彬是在
'%%(

年

(%

月被任命为巫山县交通局长! 由于权高

位重!许多人挖空心思地想拉拢他"

建筑老板周松和晏大彬的交往! 与一般

人有所不同"晏大彬在一次现身说法时称#两

人是经人介绍后认识的" 周松与其他建筑老

板不同!那些老板见面后三句话不离本行!要

么谈工程!要么让他关照!而周松谈吐十分得

体!举手投足间显得比较稳重" 第一次认识!

他们只谈了家庭之间的事!因为有共同语言!

相谈甚欢"他当时就认定#'周松为人不错!算

得上推心置腹,值得交往的朋友" &随后!两人

又有几次接触!周松也没提及工程!这更让晏

大彬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

年
"

月! 晏大彬的妻子付尚芳看

到一条新闻#很多家长为了孩子读书!辞职

或下岗! 专门到大城市陪读" 她和丈夫商

量! 决定把孩子送到重庆主城区的名校读

书!她随同陪读!然后把丈夫收的钱在主城

区购房,买理财产品"

生活在主城区的周松! 得知晏大彬要

把小孩送到主城区读书! 就给晏大彬打电

话! 让他去看一套房子000他已经联系上

一所名校!并在学校就近租了一套房屋" 晏

大彬当时特别感动"

直到此时!周松仍没谈及工程"

酒店相商 利润对分

'%%&

年三季度的一天!晏大彬在解放

碑大世界酒店约见周松"两人见面后!晏大

彬透露#巫山县交通局打算对抱楂路,长莲

路,小梨路,三三路,刘官路进行路面油化"

他想购买设备!和周松共同来做"

周松回答!购买设备要五六百万元!如

果没有后续工程!利润不大"

晏大彬问#'这个工程! 如果做下来有

多少利润% &

周松答复!利润
'%!

" 晏大彬沉默了"

周松趁机提要求#'请晏局把工程给我做!

我知道表示感谢" &

过了一段时间! 晏大彬又把周松约到

大世界酒店! 表示让周松来承包抱楂路和

长莲路工程!

'%!

的利润一人一半" 周松考

虑到设备是自己的!做完工程还有赚头!就

答应了"周松以一家建筑公司的名义!参加

投标" 开标前!晏向他透露了抱楂路,长莲

路的标底" 最后!周松中标"

'%%)

年
"

月初! 周松组织人

员进场施工"

施工后不久! 晏大彬就拨了

+%%

万元预付款"周松事后交代!动

工不久!晏大彬就给他打电话!问他

什么时候到巫山!还给他发短信"他

理解!这是对方在提醒他该兑现承

诺的好处费"于是他就回电话!和晏

大彬约好去巫山的时间"

法院认定! 从
'%%)

年
*

月到

'%%"

年
(

月!周松一共送给晏大彬

好处费
&*%

万元" 每次送钱金额从

'%

万元到
(&%

万元不等"因为钱太

多!不好装!他只好用蛇皮编织袋装

钱"

'%%$

年
'

月送
(&%

万元那次!

他用了两个编织袋才装完" 而这笔

钱!是他花
(&

万元利息!借了
(+&

万元高利贷!然后再想法筹了
(&

万

元!才凑足的
(&%

万元"

周松到巫山一般住在国酒宾

馆" 一般情况下!晏大彬让周松开

车或打的! 晚上在宾馆后山上的

一条公路边, 平湖桥等偏僻地方

见面" 周就趁夜色把装满钱的编

织袋交到晏手中! 或者把编织袋

塞进晏的车里" 从见面到送出'编

织袋&!再到离开!加上相互寒暄

的时间!每次见面!不超过两三分

钟! 有时甚至是把钱一给只说两

三句话就离开了"

法院认定! 周松除了个人行

贿外!还帮忙牵线搭桥!让其他工

程的老板给晏大彬送钱"

周松交代!

'%%!

年! 巫山修建

手扒岩大桥时! 晏大彬要他引荐一

家有资质的公司去做大桥工程监

理" 他就推荐了重庆育才工程咨询

监理有限公司 -以下称育才公司."

晏大彬明确表示! 国家收费标准和

公司应收的保本价之间有个差额

价!这个差价部分就作为'好处费&"

育才公司的董事长范某答应了"

'%%$

年! 育才公司再次通过

晏大彬! 接到了巫山龙门大桥的

施工监理工程"

范某在两个监理工程中 !分

别送给晏大彬
("

万元和
!%

万元"

每次送钱!都由周松转交"

周松事后交代! 范某之所以

让他转交好处费! 是为了规避风

险! 不愿形成他直接向晏大彬行

贿的事实"

检察官鲁荣称!晏大彬

案发后!周松曾经希望让检

察机关抓到自己000担心

晏大彬会找涉黑组织的人

来'弄&他!被抓后就可以摆

脱" 与此同时!他又想逃避

法律的制裁" 他换了电话!

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居住"

直到同年
+

月
'*

日! 他才

被抓"

检方表示!从检察院查

处的工程领域腐败案来看!

工程老板利用工程!向业主

方负责人,代表行贿!已经

成为当今社会的潜规则 "

据悉!周松除了向晏大彬行

贿外!还向重庆市三峡水务

巫溪排水公司经理万信高

行贿"

法院审理后认为!周松

挂靠在建筑公司对外承接

业务!单位收取一定比例的

管理费!双方属于全承包性

质"所以!周松犯的行贿罪!

属于个人向国家工作人员

行贿"

宣判后!周松表示考虑

一下再决定是否上诉"

鲁荣检察官称!行贿数

额
(

万元以上!就可以追究

行贿罪" 一般行贿罪!处
&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

但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

情节严重或使国家利益遭

受重大损失的! 判刑
&

至

(%

年有期徒刑" 如情节特

别严重! 可判处
(%

年以上

有期徒刑 ! 直至无期徒

刑"

!据%重庆晚报#$

,-./012

3456

晚上送钱 都用麻袋

牵线搭桥 介绍行贿

晏大彬夫妇受审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