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果潍涉黑贪腐纪实：

收收开开发发商商1100万万，，送送对对方方““平平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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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局长的单果潍被任命为负责抓捕聂磊
犯罪团伙的主要负责人。此后，聂磊在北京被拘捕。

因涉嫌受贿罪，单果潍被刑事拘留，5月18日被宣布逮捕。经山东省
人民检察院、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由临沭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
于2013年7月15日移送审查起诉。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定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对本案审查起诉。

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单果潍涉嫌受贿罪，贪
污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

单果潍案一审第五次开庭，三天后休庭。

单果潍一审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五十万元

除了与黑社会的纠葛之
外，单果潍还收受青岛一些知
名房地产企业的贿赂，甚至向
这些知名企业索贿。2008年春，
某开发商看中了一块土地，计
划开发房地产。聂磊集团知道
后，强行派出数十人给开发商

“维持秩序”，最后因多种原因
虽没开发，但也要支付聂磊集
团“劳务费”90万元。

正因为这样，一些相对正
规的企业更愿与公安领导攀亲
结友。山东省海航实业有限公

司总裁于海波送给单果潍10万
元现金后，单果潍对于海波说：

“谢谢兄弟，我也没有好送你
的，就送你个平安吧。”

“我们的公司坐落在市南
区，属于单果潍的辖区。”于海
波说，“开公司做生意经常有各
种事情发生，这个时候需要公
安处理，特别是单果潍出面摆
平这些事情。在海信广场建设
期间，也出现治安问题，找单果
潍以后都能及时派警处理。出
警及时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对

捣乱者也是个震慑。”
青岛某集团开发的燕岛国

际公寓，与奥帆赛会场仅一路
之隔，东依燕儿岛公园，南接滨
海步行道及蔚蓝大海，是青岛
市中心少有的三面环海半岛型
小区。2007年下半年，单果潍给
该集团董事长刘某打电话，说
他家老人年龄大了，工作忙，想
和老人住的近一些，考虑到婆
媳关系，又不想和老人住在一
起。他看中了燕岛国际两套房
子，让刘某在价格上给优惠。

单果潍选了两套房子，一
套164 . 61平方米，售价2 . 34万
元/平方米，总价385 . 1874万
元；另一套103 . 67平方米，售价
2 . 1 4 万 元 / 平 方 米 ，总 价
221 . 8538万元。两套房子合计
售价607 . 0412万元。

为了不得罪单果潍，同时
又能和他搞好关系，刘某按照
单果潍的意思，这两套房子以
1 . 3万元/平方米卖给他了，两
套房子低于售价258 . 2772万
元。

打了一声招呼，买房省了258万

北海健身俱乐部位于青岛
市香港中路7号，是按照五星级
酒店标准装修的高端健身会
所,距离新艺城夜总会不足3公
里。单果潍经常到这里健身，
两年下来欠款11 . 2万元。在单
果潍的协调下，某招待所以房
费和餐费的名义，给市南分局
虚开了28 . 2万元的发票。单果
潍以打黑花费签字报销，支付
北海健身俱乐部的1 1 . 2万元
欠款后，多余的17万元交给自
己的女秘书保管，以“打黑专
案款”建账。汽油费9万元、餐费
10万元……单果潍“找了好多发

票”签字报销。不到三个月，女秘
书手里的“打黑专款”攒了140多
万元。

按照单果潍的说法，市南分
局多次打黑，花费了大量的财
力、物力，由于一些费用不好处
理，所以虚开了一些发票，而事
实上，市南分局打黑专案组负责
管理财务的干警表示，他们从来
没有虚开过发票，所有打黑经费
都通过正常渠道报销了。

“打黑专案款”到底干什么
用了？女秘书提供的支出明细显
示：一部分用于删除网络上关于
市南分局和单果潍个人的负面

帖子；一部分“打黑专案款”“慰
问”了涉嫌犯罪后的在押民警，
譬如市南分局副局长王林良因
涉嫌受贿被关押在文登市看守
所，单果潍派人到文登市看守所
给送上“慰问金”2000元；治安大
队大队长王东、香港中路派出所
所长韩进杰涉嫌受贿，在关押期
间他也派人送上了3000元“慰问
金”。

还 有 一 部 分“ 打 黑 专 案
款”，在女秘书的支出明细上
列的是“专案、特情、维稳”支
出，实际上单果潍却用于儿子
和侄女上学了。单果潍为保送

儿子到北京一知名大学读研
究生，多次派市南分局干警到
北京跑关系，所花费用，以专
案、特情、维稳的名义在“打黑
专款”中列支。2007年，单果潍
的侄女考上西安音乐学院后，
为到中国音乐学院借读，他又
多次派分局干警往返济南、西
安、北京等地，请客送礼等各
种费用也都在这里列支了。

单果潍还多次邀请儿子和
侄女学校的领导、老师来青岛开
会、游玩，住五星级酒店，并派分
局干警保护、陪同，费用公款列
支。

用“打黑专款”慰问在押的贪腐民警

位于市南区的香港中路是
青岛最繁华的一条大道，地标性
的摩天大楼沿街林立，五星级大
酒店集中在此。经过半年多的筹
备，2006年底，香港中路71号，青
岛档次最高的一家夜总会（新艺
城夜总会）开业了。

夜总会的老板是聂磊和李
岩，其分别占55%、45%的股份。
夜总会由李岩任总经理负责经
营，但重大事情由聂磊决定，他
派人提供暴力保护。山东高院终
审判决显示，李岩居聂磊黑社会

集团第四位，因犯有领导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
滋事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让人惊
奇的是，黑社会分子李岩和公安
局长单果潍是一对好朋友。

单果潍、李岩等四五个人在
一个比较固定的户外活动小圈
子里，经常一起爬山。爬山时，由
李岩安排一辆商务车把大家拉
到青岛崂山东部，活动结束再找
个农家乐吃饭、喝酒，李岩负责
买单。逢重大节假日，李岩还会
安排夜总会的工作人员陪单果

潍一起爬山。
据聂磊交代，他们已经把

单果潍列为“自己人”了。1999
年，聂磊集团的骨干成员刘峰
国因故意伤害他人，被市南分
局上网通缉。青岛市公安局于
2006年成立“46号”专案调查
组对其进行调查 ,并明确要求
市南分局予以配合。2007年下
半年，为给刘峰国办理取保候
审并撤网 ,聂磊安排刘峰玉送
给单果潍一个罐状青铜器 ,单
果潍没有拒绝 ,并提出需先疏

通承办人和分管领导的关系。
随后聂磊根据单果潍的示意 ,
安排手下分别给时任市南分
局的承办人和分管管法制的
副局长打招呼。2007年11月5
日 ,刘峰国投案 ,经单果潍同意
后,刘峰国被取保候审。

一审法院认定，单果潍明知
“46”号专案情况，仍接受他人请
托，违反法律规定为刘峰国办理
取保候审，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成
员进行包庇、纵容，其行为构成
包庇、纵容社会性质组织罪。

收一个青铜器，他为黑社会成员办了取保候审

2005年7月，单果潍从青岛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升
任市南分局局长，因青岛是副
省级城市，单果潍官至副厅。

市南区是青岛最繁华的中
心区域，也是聂磊黑社会集团

（以下称聂磊集团）的发源地，
聂磊集团的主要产业和相关公
司总部都在这里。对黑社会来
说，“拿下”辖区的警方“头头”
是必须的。事实上，市南区公安
分局连续三任局长都被聂磊集
团“拿下”了。

官当大了，警衔也要晋升，
单果潍当了局长（副厅）后，由
原来的一级警督将要晋升为三
级警监，公安部规定，晋升警监
要到北京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培
训。单果潍赴京培训，随行人员
王东为其负责后勤保障。王东

（已落马）是市南分局治安大队
副大队长，同时也是青岛市保
安服务总公司市南分公司负责
人。按照王东的说法，保安公司
是局长的小金库，局长有不好
处理的账目，就安排保安公司

处理。
进京的飞机上，坐在经济

舱第一排的单果潍发现头等舱
里坐着时任青岛市公安局副局
长的姜集喜和青岛一家房地产
公司老总刘峰玉。空中邂逅领
导，单果潍主动上前打招呼，领
导顺势把刘峰玉介绍给单果
潍。刘峰玉系聂磊集团的“军
师”，主要负责同官员打交道。

在首都机场刚下飞机，一
辆凯迪拉克轿车等候在飞机舷
梯旁，姜集喜、刘峰玉、单果潍、

王东上了车，直奔北京的五星
级酒店昆仑饭店，在那里聂磊
集团的另一名核心成员安俊宇
开好房间等候多时了，晚饭一
行人吃起了涮鲍鱼，刘峰玉、安
俊宇依次给单果潍敬酒，酒足
饭饱后，又去了夜总会唱歌。

第二天晚上的宴请档次更
高了，单果潍、刘峰玉、安俊宇
悉数参加。

两次饭局的撮合，单果潍
和聂磊黑社会集团“粘”在了一
起。

坐上黑老大的凯迪拉克，他就下不了车了

4月13日，单果
潍因犯贪污、受贿
和包庇、纵容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数
罪并罚，被山东临
沂市河东区法院一
审判处有期徒刑20
年，并处没收个人
财产50万元。

单果潍是一位
颇具戏剧性的人
物：一方面，他曾先
后获全国优秀人民
警察、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等荣誉，
因抓捕聂磊集团成
员表现突出，还被
记个人二等功，自
誉为“打黑英雄”；
另一方面，他又涉
嫌包庇、纵容黑社
会性质犯罪并从中
大肆受贿。

本报通讯员 刘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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