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水老老虎虎””一一家家七七口口被被抓抓
事发当晚家属连夜转移40箱财产，最终还是被警方搜出

公司常获评先进

近年年亏上千万

今年47岁的马超群，最初在秦
皇岛自来水总公司工作，1997年调
入北戴河公司工作。2011年北戴河
公司改制，马超群担任北戴河供水
总公司总经理。13日，马超群的母
亲张桂英接受了采访。

“妈，我被公安局抓了，你赶
紧找重群（马超群弟弟）吧。”张
桂英接到马超群的电话，电话中
马超群在哭，张桂英也号啕大
哭。随后，马超群的弟弟马重群
获得了消息，和大女儿前往张桂
英家。“结果在路上被警察抓获
了。”马重群前妻孟秋红说。

“我和马重群2007年离婚了。”
孟秋红说，“但和他还有个渔场要
经营，所以还住在一起。”2月12日
晚，孟秋红家中进入大批警察，进
行搜查。“当时周围有50来人吧。马
超群被抓时警察更多，200人。”张
桂英和孟秋红回忆。

张桂英介绍，因马超群案，家
中共7人被羁押。包括马超群妻子
张丽焕、儿子马唯贺、弟弟马重群、
妹妹马青茹、张丽焕姐姐张丽红、
马超群亲属孟丽娟。

本报特派记者 刘帅

发自河北秦皇岛

被抓后哭着打电话

通知母亲

索索贿贿550000万万被被录录音音后后告告发发
马超群被指贪婪跋扈，不给钱就不通水

北京的某家企业要在北
戴河办餐饮酒店，当酒店开
始要接水时，马超群就“狮子
大开口”，直接索贿要300万
元，随后又涨到500万元。企
业在无奈之下，将其索贿过
程录音，随后向有关部门进
行举报。正是这一案件，导致
这只“水老虎”浮出水面。

外号“马矬子”，谁的钱都要收

北戴河供水总公司负责
人12日晚上对记者表示，马
超群是2月13日上午被秦皇
岛市纪委从公司带走的。据
了解，此事当时震动了整个城
管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
作人员表示，这是该局历史上
最大的案子，马超群在供水系
统经营多年，几乎是“一霸”，
坊间传言其有涉黑背景，带
走他时动用了特警。

北戴河供水总公司负责
人还表示，曾与马超群共事，
确实多年前就听说其涉黑等
问题，但目前组织上未通报

相关信息。关于1 . 2亿元从
何而来等问题，该负责人表
示，检察院还在调查，公司不
掌握相关信息。

据记者了解，2月13日当
天，秦皇岛市城管局就召开
党委(扩大)会议，通报案情，
并决议成立北戴河供水总公
司临时领导小组，市城管局
党委副书记郭书亮任组长，
纪委书记李国军和副调研员
韩俱红任副组长，供热办主
任苏魁主持公司行政工作，
履行企业法人职责，韩佳良
主持党务工作。

“案子确实是今年2月办
的，前后得有几百人参与办
案，没几个月就移交检察院
了，很快。”秦皇岛市纪委一
名工作人员昨晚对记者表
示，具体案情不便透露，因为
还没有提起公诉。

记者调查了解到，与马
超群同时涉案的还有他的弟
弟马重群。两人同在秦皇岛
供水系统多年，马超群任秦
皇岛自来水总公司北戴河公
司经理时，马重群任山海关
开发区公司经理。

据新华社等

供水“一霸”，可能涉黑

中央禁令越来越紧、反腐风潮
越刮越劲，“家”似乎成为一些贪官
藏匿腐败最私密的领地，这背后有
着贪官的侥幸和观望：一方面不东
窗事发，一般不会查抄家里；二是想
等待时机洗钱将资产合法化。

官员家中“藏金阁”频现，更折
射出当前官员财产尚未“阳光化”的
现实。

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中，最
重要的就是官员财产申报。而如果

“只有申报没有公开，也没有监督”，
其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近年来，我国多地进行领导干
部财产申报试点，但许多规定并未
摆脱缺乏公示和监督的弊端。往往
是上面发个表填一下，然后在内部
网上公示一下，大家都心照不宣地
填写符合标准的收入，互相默认。公
众缺乏了解官员申报情况的途径，
监督流于形式，很难真正发现问题。

推进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
度，进一步逼窄官员贪腐空间。国家
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建议，加强对
申报情况的抽查，及时将抽查结果
向社会公开。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张长明指
出，要让官员财产真正晾晒在阳光
下，应搭建官员财产公示的核查监
督体系，并让老百姓参与监督。

还有专家建议，在《刑法》中增
设不如实申报财产罪，让违反申报
规定的官员除了承担党纪处分外，
还要接受刑事处罚。

据新华社

拆除“藏金阁”：

“晾晒”官员财产

逼窄贪腐空间

秦皇岛市北戴河供水总
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受贿、
贪污、挪用公款一案，因其家
中搜出现金1 . 2亿元，黄金37
公斤，房屋手续68套而备受关
注。13日记者了解到，马超群
及其妻子、儿子、弟弟、妹妹
等一家7人被抓，分别羁押在
秦皇岛、唐山市的看守所内。

图中受访者为马超群。（资料片）

“这些不是我儿子拿回
来的。都是我丈夫的，他不
让存。十多年来，都放在房
间的衣帽间，一扎一扎，用
苹果箱子、酒箱子装的，这
些钱也有很多连带是从老
房子搬来的。家中的钱既有
老版人民币，也有新版人民
币。还有很多借款协议。”张
桂英说，也确实有黄金，数
额很大，但多少不清楚。

在张桂英口中，68套房子
不少是马秉忠的。在北京崇文
门一套、三里屯一套，都是租
出去的。房子具体情况要问马
青茹，她可能比较清楚。

不过，张桂英和孟秋红
的这些说法尚未得到相关
部门证实。

马超群母亲张桂英自
称，儿子出事是因为得罪
了人。

秦皇岛市城管局一名
工作人员介绍，马超群管理
很强势。“很多时候我们名
义上去检查自来水公司工
作，但由于马超群另外一个身
份是城管局副调研员，是副处
级而非正科级，所以多查一
下，自来水公司的人就会责怪
说，怎么来找茬，所以，我们检
查的时候，一般都会主动先给
领导汇报沟通。”

“黄金数额很大，但多少不清楚”

张桂英称，事发当晚，
她让女儿马青茹等连夜转
移了40箱财产，放到另一处
房子内。张桂英在转移前将
财物装得非常严密。“那些
儿 女 并 不 知 道 转 移 的 是
钱。”但最终，这些被转移的
财物——— 现金1 . 2亿元、黄

金37公斤、房屋手续68套被
警方搜出。

针对这些巨额财物，张
桂英说，“确实是从我家查出
来的，基本上是我丈夫马秉
忠自己积攒下来的。”

张桂英称，马秉忠曾在
山海关医院、迁安医院工

作，头脑比较灵活，当大夫
时认识很多市领导。婚后
不久马秉忠就开始倒腾房
子，“1966年结婚后，他一
直倒腾，早先倒腾过缝纫
机 ，还 入 股 矿 产 ，帮 人 要
账。他2 0 1 2年1 0月得癌症
去世。”

马母自称巨款是丈夫挣的

13日，马超群的母亲张桂英
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刘帅 摄

马超群，当地人称“马矬
子”，在秦皇岛自来水总公司
北戴河公司任经理多年，2011
年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成立，他
出任总经理。该公司是秦皇岛
市城市管理局下属单位，国有
独资企业，2012年，马超群被
任命为秦皇岛市城管局副调
研员，该职位为副处级，并非
此前媒体报道的科级。

据秦皇岛市当地一些干
部群众反映，马超群作为当

地供水公司领导，相当“贪婪
跋扈”，他在当地人中的口碑

“挺坏”，名声较差。“谁的钱
他都要收，哪儿的钱都敢
要。”不管是民资兴办的企
业、酒店，还是在北戴河的一
些中直部门，只要是通水管，
马超群都敢伸手要钱，一位
熟悉马超群的当地干部反
映，“不给钱就不给你通水，
给钱少了就给你断水。”

当地有人士表示，马超

群案发，是因为他多年来大
肆敛财，导致民怨沸腾。北京
的某家企业要在北戴河办餐
饮酒店，当酒店开始要接水
时，马超群就“狮子大开口”，
直接索贿要300万元，随后又
涨到500万元。企业在无奈之
下，将其索贿过程录音，随后
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正是
这一案件，导致这只“水老
虎”浮出水面，多年来的贪腐
敛财黑幕也被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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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水老虎”

相关新闻

2011年，秦皇岛自来水公司变
身为秦皇岛市北戴河供水总公司，
是隶属秦皇岛市城管局的国有独资
企业。同时，北京首创集团进入秦皇
岛，成立秦皇岛首创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其中50%股份为国有，50%为
首创，马超群同时担任首创水务北
戴河分公司总经理。

北戴河供水总公司负责北戴河
区、南戴河旅游度假区、北戴河新区
的日常用水。因为北戴河的特殊地
理位置，该公司还担负着暑期中央
领导、中外游客的安全供水工作，其
前身连续十几年被评为“暑期工作
先进单位”。现有职工近200人，供水
管线全长167公里。

马超群落马后一周内，秦皇岛
城管局主要领导三次来公司检查指
导工作，多次提意见和具体要求。

2月18日，秦皇岛城管局党委会
研究决定，免去马超群秦皇岛北戴
河供水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职
务，苏魁被正式任命为总经理，韩佳
良为副总经理。

一位员工介绍说，目前北戴河
供水公司每年都处在亏损运营状
态，近三年平均每年亏损一千二百
八十多万，还有大量欠款，给下一步
经营管理带来很大压力。

本报特派记者 刘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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