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4 月下旬，陈某由林业
局临时抽调至乡镇，参与对三淅高
速公路占用土地内的附着物清点及
登记工作。宋某得知此事后，找到
陈某的外甥方某，让其舅舅利用登
记附着物的职务便利，伪造村民柴
某的树木品种和数量，以骗取国家
补偿款。后经方某的怂恿，陈某表
示同意。后陈某在登记表上伪造了
柴某的户名及树木的品种和数量并
上报。

2013年1月5日，柴某将以其名
义骗取的补偿款 5.62万元领出，分
得其中的 0.8万元，剩余 4.8万余元
被宋某和方某二人瓜分，其中方某
分得赃款 2.1 万元。 2012 年 5 月
初，方某、陈某再次以同样的方法，
伪造了村民汪某的树木的品种和数
量并上报。2013年 1月 23日，汪某
领取了以其名义骗取的补偿款 4.2
万元，分得其中的 0.9万元，剩余的
3.3万元被方某非法占有。案发后，
西峡县人民检察院以方某、陈某涉
嫌贪污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对于被告
人方某利用陈某国家工作人员的身
份，相互勾结，骗取高速公路占地附
着物补偿款的行为应该如何定性？
对此，存在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二被告人的
行为均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陈某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伙同被告人方某，
利用自己作为林业局工作人员，协
助清点林木的职务之便，骗取公共
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符合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
如何认定共同犯罪的几个问题的解
释》第一条规定的“行为人与国家工
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
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
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情形，因此
二人的行为构成贪污罪的共犯。

第二种观点认为，对被告人方
某的行为应定性为诈骗罪，对被告
人陈某的行为应定性为滥用职权
（未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
遭受 30万元以上的重大经济损失，
依法不构成犯罪）。被告人陈某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
他人虚报登记树木的品种、数量，骗
取高速公路占地附着物补偿款，其
以权谋私、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
属于滥用职权。被告人方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让陈某为他人虚报树
木品种和数量，骗取高速公路占地
附着物补偿款并从中分得赃款，犯
罪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二被告人
的行为均应定性为诈骗罪。被告人
方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让陈某为
他人虚报树木品种和数量，骗取高
速公路占地附着物补偿款，数额巨
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被告人陈
某虽然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是其骗
取的财产不属于其主管、管理或经
手的公共财物，陈某只有清点登记
的职能，也就是说陈某并没有利用
其本职工作涉及的职务便利，不属
于贪污罪中所指的职务上的便利。
尽管陈某没有分得赃款，但其虚报
树木的品种、数量并在登记表上代
签农户姓名，其行为在整个犯罪活
动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属于帮助犯，
其行为亦构成诈骗罪。

本报鹤壁讯（记者李杰通讯员赵
庆军张宝奎）今年以来，鹤壁市公安局
紧密结合全市治安实际，积极贯彻省
公安厅打击多发性侵财等多项行动。
工作中，各参战单位明争暗赛，奋力争
先，掀起严打专项行动新高潮。

鹤壁市公安局九州分局将打击多
发性侵财犯罪作为工作重点，局长柴
建波高度重视，分管副局长朱国强多
次召开会议，要求民警加大摸排线索
力度，深挖犯罪线索。该分局成功抓
获系列扒窃案犯罪嫌疑人吴某某，破
获系列扒窃案件10起，追回大量被盗
金银首饰。

5月6日16时，鹤壁市公安局鹤山
分局接报：某单位1台电视机和1台电
脑等物品被盗，总价值两万元。该分
局及时召开警情研判分析会，民警综
合采取调查走访、指纹比对等措施，成
功将3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6月4日，浚县公安局接到山东警
方的协助请求，迅速展开工作，将携某
公司货款470多万元潜逃的孙某成功
抓获。

6月7日，鹤壁市公安局长江分局
民警接报：鹤淇大道富士康生活区内
轿车与面包车相撞，面包车逃逸。民
警迅速到达现场，确定逃逸车辆及车
辆相关信息，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处置
事故现场，另一路驾车追赶逃跑车
辆。当日16时40分，肇事车辆被民警
成功拦截。经调查，肇事司机虽然知
道发生了碰撞，但害怕承担责任，遂驾
车逃逸。司机李某因肇事逃逸被行政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本报讯 去年以来，唐河县检察院
借助“学习教育、岗位练兵、案件质量
评查、结对学习”四个方面，不断提升
控申队伍的素质和能力。

借力学习教育，提升业务素质。
该院组织控申干警积极参加集体学
习、系统学习和部门学习，并结合本
职岗位，安排12名控申干警进行轮流
授课，以讲促学。

借力岗位练兵，提升办案能力。
该院开展法律文书制作、岗位练兵等
活动，使控申干警将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通过竞赛实战来提高控申干警的
业务水平和办案能力。在高检院组
织的全国检察系统刑事申诉网上知
识竞赛中，该院平均得分 94分，居南
阳之首。在全省刑事申诉业务竞赛
中，该院有1名干警被检察院授予“全
省刑事申诉业务标兵”称号。

借力案件质量评查，提高规范化
执法水平。该院控申部门主动将所
办理的信访、初核、刑事申诉、救助及
赔偿案件纳入案件质量评查范围，进
行部门内自查、互查，并积极参加本
院组织的案件质量评查活动，针对评
查中发现的 12 个问题，进行限期整
改，不断提高规范化执法水平。

借力结对学习制度，提高业务技
能。该院建立结对学习制度，将控申
部门的年轻干警与该院其他部门业
务相近或同一岗位的干警结为学习

“对子”，进行有针对性的业务技巧和
履职能力学习，以提高岗位工作技
能。去年以来，该院共为控申部门的
6 名年轻干警指定了“结对”学习对
象，通过学习，6名干警的业务能力得
到很大提升。

（张海英 牛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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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实践中，贪污罪与诈骗罪虽是两种
不同性质的犯罪,但两者也有相似之处，如都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方面都使用了诈骗的
方法，犯罪对象中都有公共财物，因此两者有
易混淆之处。对此，结合本案，西峡县人民法
院法官黄蒙作出以下解析：

》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
认定

在刑事审判中，判断国家工作人员与他人
相互勾结，骗取财物构成诈骗罪还是贪污罪的
标准，要看国家工作人员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是
否利用了职务便利，骗取的财产是否属于国家
工作人员主管、管理或经手的公共财物。在贪
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
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陈某仅是在进行清
点、登记工作中虚报了树木品种和数量，但其
对骗取的财产不具有主管、管理、经营、经手占
有附着物征地补偿款的职务便利。如果对其
以贪污罪定罪，不符合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本案中，陈某并没有贪污补偿款的主观故意，
在整个过程中，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家的补偿
金，没有运用任何主动的职权进行贪污，因此，
陈某完全不具备利用上述职权进行贪污的客
观条件，更无法利用职务之便实施贪污行为，
事后也没有分得赃款，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
的，其行为不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依法不
构成贪污罪。

》诈骗罪中，不法占有他人财物还包
含使第三人不法占有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
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
财物的行为。犯罪手段与行为人的职务、职权
或地位及其便利条件无关。

本案中，被告人方某以非法占有补偿款为
目的，主动与陈某联系，让陈某为他人虚报树
木品种和数量，采用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高速
公路占地附着物补偿款9.82万元并分得赃款，
是该共同犯罪中的核心角色。被告人方某是
实行犯，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被告人
陈某是帮助犯，亦构成了诈骗罪的共犯。虽然
被告人陈某不具有非法占有补偿款的目的，但
是诈骗罪中不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除了包

含以行为人本人不法占有为目的，还包含以使
第三人不法占有为目的。行为人是为了本人
不法占有还是为了第三人不法占有，对法益的
侵犯程度并不产生影响。综上所述，二被告人
的行为均构成诈骗罪。

》以诈骗罪共犯论处符合“部分犯罪
共同说”

法院没有采纳第二种观点中所说的，被告
人陈某构成滥用职权罪，是因为根据确定无身
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犯罪之性质的学说之一

“部分犯罪共同说”，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除
了要考虑实行犯的犯罪性质外，还要综合主体
的身份、主观内容、客观行为及主要的被害法
益等方面来考察共同犯罪中的核心角色，从而
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进而再考察各行为人所
触犯的罪名。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故意逾越职权或者不履行职责，致使公共
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本案中，被告人方某以非法占有补偿款为
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高速公路占地
附着物补偿款并分得赃款，是该共同犯罪中的
核心角色。被告人方某是实行犯，其行为构成
诈骗罪。被告人陈某主动编造树木的品种和
数量上报，并在登记表上代签农户姓名，是帮
助犯，亦构成了诈骗罪的共犯。如果把被告人
陈某的行为定性为滥用职权，因其行为未使公
共财产、国家和人民遭受 30万元以上的重大
经济损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一）》的规定，不构成犯罪。但陈某的
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
处罚性，应当对其定罪量刑。 （周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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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县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方某、
陈某二被告人有期徒刑5年零6个月。二被告
人均不服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分别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
不清，撤销原判并将此案发回原一审法院重新
审理。

西峡县人民法院重审后认为，被告人方
某、陈某相互勾结，被告人方某预谋、策划并
利用陈某参与高速公路修建过程中对地面
附着树木清点登记的便利，让其为他人虚报
树木品种和数量，骗取三淅高速公路占地附
着物补偿款 9.82 万元，数额巨大，二被告人
的行为均构成诈骗罪，系共同犯罪。其中，
被告人方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首先提议并
决定整个犯罪的全过程，最后取得赃款；被

告人陈某参与虚报树木品种、数量，起到关
键性的作用，但其不具有非法占有补偿款的
目的，事后也没有分得赃款，其犯罪的主观
恶性较小，可以酌情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
方某、陈某均不具有主动投案的情节，故二
被告人依法均不应认定为自首。被告人方
某在接受检察机关调查时能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且在案发后退缴了全部赃款，依法
可以从轻处罚。

2015 年 3 月 18 日，西峡县人民法院以诈
骗罪判处被告人方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 2万元，对其违法所得的 5.4万元予以
收缴；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 3
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该判决
现已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