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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10日，军事法院依法对解放

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贪
污、受贿、挪用公款、行贿、滥用
职权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认定
谷俊山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
公款罪、行贿罪、滥用职权罪，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赃款
赃物予以追缴，剥夺中将军衔。
案件审理期间，军事检察院补
充起诉谷俊山犯行贿罪。

审判结束后，军事法院负
责人告诉记者，鉴于案件中一
些犯罪事实证据涉及军事秘
密，依法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其间，军事检察院补充起诉谷
俊山犯行贿罪。军事法院经审
理认为，谷俊山贪污、受贿数额
特别巨大，危害后果特别严重，
挪用公款数额巨大，行贿、滥用
职权情节特别严重。鉴于谷俊
山归案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
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功表
现，且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
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依
法对其所犯贪污罪、受贿罪分
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所
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
年；所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四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
万元；所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
期徒刑六年，决定执行死刑，缓

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赃
款赃物予以追缴，剥夺中将军
衔。

案件审理过程中，军事法
院充分保障了谷俊山及其辩护
人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
谷俊山委托的两位律师多次会
见谷俊山，查阅了全案卷宗。由
于谷俊山案件重大复杂，犯罪
涉及面广，调查核实证据难度
大。受案后，经依法报请上级法
院批准，多次延长审理期限。

对军事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的涉谷俊山案其他人员，军事
法院还将严格依法进行审理，
公正作出裁判。

庄严的法槌落下，被坊间
称为“军中第一贪”的谷俊山，
受 到 法 律 严 惩 完 全 是 罪 有 应
得。

谷俊山作为总后勤部原副
部长，官至中将，位高权重，自
认为是座“山”，背后还有更大
的“山”，没人扳得倒他。他管钱
管物管房管地，本应成为军队
的“红管家”，却变成了“大蛀
虫”，有恃无恐、贪得无厌、肆意
妄为。在谷俊山案查处问题上，
党中央排除干扰、果断决策，军
中正义力量嫉恶如仇、坚决斗
争，军队政法部门重拳出击、一
查到底，打开了军队反腐肃贪
的突破口，开创了军队革弊鼎
新的新局面。通过严惩谷俊山，
有力弘扬了清风正气，提振了
军心士气，凝聚了强国强军的
正能量。

谷 俊 山 案 案 件 之 重 大 复
杂、犯罪涉及面之广、调查核实
证据难度之大、社会关注度之
高，都是近些年来军队司法实
践中少有的，这一严正审判对
震慑贪腐正风肃纪具有重要意
义。谷俊山这样一个政治蜕变、
经济贪婪、目无法纪、滥用职
权，靠贪污贿赂、搭“天线”搞关
系等不择手段上位的人，虽然
得势猖狂于一时，但最终难逃
法律严惩。这对于那些至今还
不收敛、不收手或抱有侥幸过
关心理的人来说是有力震慑，
无论是谁，胆敢以身试法，必将
演绎由“山”顶摔到“谷”底的人
生悲剧；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
说是深刻警示，谨记今天输送
给你的“好处”就是明天毁灭你
的“炸弹”。

认为自己是座“山”

没人扳得倒

我省近两年查办涉农职务犯罪4571人

惠惠农农扶扶贫贫领领域域犯犯罪罪，，村村官官超超半半数数

揭揭发发他他人人立立功功，，谷谷俊俊山山被被判判死死缓缓
涉五宗罪，中将军衔被剥夺

本报济南8月10日讯（记者
马云云） 记者从省检察院

1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
2013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
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4571
人。当前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
罪呈现“小官涉贪”明显、窝案
串案较多等特点，一些地市的
村“两委”负责人案件占当地此
类职务犯罪的半数以上，有的
市县更高达七八成。

“从检察机关查办案件情
况看，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
仍在高位徘徊，处于易发多发
态势”，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
副检察长吕盛昌介绍，主要呈
现四个鲜明特点。首先是“小官
涉贪”明显，“犯罪主体相对固
定，呈现出基层干部和村‘两
委’干部发案率高的特征”。吕
盛昌表示，这类职务犯罪案件
多发生在县、乡、村三级，涉案
人员包括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村会计、村出纳等“两
委”干部和村民组长等村组干
部，乡镇站所工作人员和部分
县级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科级
以下工作人员和村组干部占较
大比例。一些地市的村“两委”
负责人案件占当地惠农扶贫领
域职务犯罪的半数以上，有的
市县更高达70%—80%。

此外，窝案串案较多。一些
惠农扶贫职能部门与使用单位
之间、国家工作人员与申请人
之间、村委成员之间相互勾结、
团伙作案，“抱团”腐败，共同犯
罪，大肆侵吞国家惠农扶贫政
策性补贴和专项资金。“往往是
突破一案，带出一串，端掉一
窝”。“从查办案件看，主要以贪
污罪为主，比例高达79%”，吕
盛昌表示，有的采取对上虚报、
对下隐瞒等手段，直接或变相
冒领、骗取、套取各项惠农扶贫
补助款；有的利用代领、代发补
助金的职务便利，直接克扣、截
留、私分惠农资金；有的通过虚
列户头、重复报账、收入不入账
等方式直接侵吞补贴资金等
等。

另一个特点是发案环节集
中。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主
要集中在登记申报审核、项目
审批立项、专项款物管理、质量
监管认证、补贴发放、检查验收
等环节，其中申报审核、资金管
理和项目验收三个环节尤为突
出。在这些环节，渎职犯罪与贿
赂犯罪互相交织，有的公开收
受、索取贿赂，玩忽职守、放弃
职责或滥用职权、优亲厚友、以
权谋私。

县县农农办办三三任任主主任任贪贪腐腐九九年年

2004年2月至2013年8月，
颜景茂、刘胜文、张本泉在先
后担任济阳县农村工作办公
室、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
任期间，违反规定，在开展国
家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
目、标准良田建设及农村沼气
国债项目工作中，不正确履行
职责，采取虚报价格或虚增工
程量等手段，套取国家专项资
金放在单位账外保管、使用。

其中颜景茂滥用职权给
国家造成经济损失368 . 8万余
元，刘胜文滥用职权给国家造
成经济损失420万余元，张本
泉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经济
损失111 . 8万余元。此外，颜景
茂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31 . 4

万余元，受贿5万元，挪用公款
62万元；刘胜文利用职务之

便，贪污 4 8 . 7万余元，受贿
33 . 12万元；张本泉利用职务
之便，贪污31 . 3万余元，受贿
13 . 4万元。

2013年7、8月份，济南市天
桥区检察院以涉嫌滥用职权
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对颜景
茂立案侦查，以涉嫌滥用职权
罪、贪污罪、受贿罪对刘胜文、
张本泉立案侦查。2014年12月，
天桥区法院一审以滥用职权
罪、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
罪，数罪并罚，判处颜景茂有期
徒刑十九年六个月；以滥用职
权罪、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
罚，判处刘胜文有期徒刑十九
年六个月；以滥用职权罪、贪污
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张
本泉有期徒刑十七年六个月。3

人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省检察院检察官分析，本

案为济阳农业系统窝案，涉案
人数众多，且作案手法隐蔽，
作案周期长，在济阳农办内部
经历任负责人交接，成为“潜
规则”，济阳农办先后3任主
任——— 颜景茂、刘胜文、张本
泉悉数落马，并且涉案罪名
多，数额巨大。

“涉案人员违反国家能源
开发和农业综合开发专项资
金专款专用的规定，采取虚报
工程量、虚增工程价格等手
段，套取国家专项资金，给国
家和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经济
损失”，该案的查办，有力震慑
了农业职能部门相关领域内
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为国家
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

前后任贪腐交接成了“潜规则”

扶贫资金用来照顾关系

2007年至2014年，夏洪华
在担任济宁市农业委员会扶
贫开发科科长期间，利用负
责扶贫贴息资金、扶贫专项
资金等项目的审批、拨付和监
管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申报
扶贫龙头企业、争取扶贫资金
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22次索
取或非法收受相关单位、人员

财物共计64万余元。
2014年3月，济宁市任城

区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依法
对夏洪华立案侦查。2014年12

月，济宁市任城区法院一审
以夏洪华犯受贿罪，判处其
有期徒刑十一年。省检察院
检察官分析，扶贫开发资金
是国家对重点贫困企业、重

点贫困乡村等有关项目的扶
持资金，申报项目范围和申
报资金规模都有明确的规
定，夏洪华作为国家职能部
门工作人员，将国家扶贫开
发资金当成了“照顾”关系、
借机渔利的工具，搞权钱交
易，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

本报记者 马云云

10日，省检察院新闻发布会现场。

典型案例

军网评论

谷俊山（资料片）

据了解，谷俊山此次被剥
夺中将军衔，这在公开报道中，
并不常见。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的第六
章：其中，第二十八条中写道：
军官犯罪，被依法判处剥夺政
治权利或者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的，由法院判决剥夺其军衔。退
役军官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
剥夺其军衔。军官犯罪被剥夺
军衔，在服刑期满后，需要在军
队中服役并授予军官军衔的，
依照条例的规定办理。

也就说剥夺军衔则是一个
法律审判的结果，只要是被依
法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或者三年
以上有期徒刑的，都会被剥夺
其军衔。记者从国防大学教授
公方彬处了解到，谷俊山是经
过法律审判后，被依法判处剥
夺军衔的刑罚。

军衔代表军人级别，它将
军人的荣誉称号、待遇水平和
职务因素融为一体。没有了军
衔，这些也就都没有了。公方彬
说，军衔是军人的终极荣誉，一
旦军人违法犯罪，剥夺军衔是
必然的，不能让荣誉还附加于
一个罪犯身上。

事实上，剥夺军衔后服刑
到一定年数，军籍也会被自动
取消。所以，剥夺军衔都通常意
味着失去军人身份。

（宗禾）

军人一旦犯罪

必然被剥夺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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