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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矿集团原总经理王明南套取公款3000万被判死缓

收收赃赃款款为为外外孙孙亲亲家家买买了了一一堆堆房房

本报记者 宋立山

疯狂捞钱

抬收购价格，拿3000万“好处费”

内蒙古金正泰煤炭公司
原董事长高某甲说，2008年6
月4日，他与王某甲、刘某甲
到枣矿集团商谈股份转让事
项，要价为6 . 5亿元，当时感
觉枣矿集团有意拖延，其与
王某甲、刘某甲商量再做出
让步，三人商定将总价定为6
亿元，高某甲出面与王明南
联系沟通，让他帮忙。当天晚
上，王明南到了高某甲所在
枣矿集团接待中心的房间，
问其底价是多少，高某甲说
只要拿到6亿就行，多出的钱
是你的，王明南听后当时没
有说别的。

王明南走后，高某甲把
王某甲、刘某甲叫到房间，对
他们说了与王明南的谈话内
容 。为 表 现 出 诚 意 ，他 们 在
6 . 5亿元的基础上降了1000
万即6 . 4亿元，但高某甲收到

王明南发的短信，让保持住
6 . 3亿元的底价，并最终以该
价格签订股权收购协议。

2 0 0 8年6月份签订协议
回到鄂尔多斯后，高某甲与
王某甲、刘某甲将这3 0 0 0万
元的事情告诉公司的其他董
事，协议上签订的股权总价
是6 . 3亿元，实际是6亿元，多
出来的3000万元是枣矿集团
领导的，这事公司的其他隐
形股东也知道。

2008年8月，枣矿集团下
属联创实业公司支付给2亿多
元收购款后，高某甲给王明南
准备出3000万元，然后给王明
南联系说那3000万元准备好
了，给个账号，把钱给转过去。
当时王明南回复说行，这事他
知道了，到时候安排。多出来
的这3000万元不是金正泰公
司的，是枣矿集团多付的钱。

近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枣矿集团原总经理王明南犯贪污罪、受贿罪的复核刑事裁定书，核准了泰安市中级人人民法院今年1月作出的
判决。此前，泰安市中院依法判决，王明南犯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财产人民币200万元；犯受贿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30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王明南利用股权收购，贪污3000万元；利用帮助他人晋升等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者索取他人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
388 . 9098万元，涉及十大项受贿事实。

赃款买房

近600万帮女儿在北京买房

“我要给北京的一个老领
导买房子，你准备钱，具体的
钱数和账号我女儿王某丁会
告知。”2010年4月的一天，高
某甲接到了王明南的电话，他
心里明白王明南是要这3000
万元。不久，王某丁发来短信，
信息中含有打款的金额595万
元、接收银行户名及银行账
号，次日，高某甲安排人将595
万元汇入。

事实上，王明南口中要为
其买房的“老领导”是自己女
儿王某丁，王某丁证实，2010
年三、四月份，她和丈夫李某
乙决定在北京买一套房，当时
没有那么多钱，便给父亲王明
南打电话联系，父亲说他在内
蒙古的朋友高某甲那里有钱。
王某丁说，自己不清楚高某甲
汇来的595万元的性质及来源，
父亲也没讲过是什么钱。

据了解，王某丁后来把这
套房子转手后，又赚了4 0多
万。

在2010年底或2011年初，
高某甲给王明南发信息，让他
回电话，当时王明南用一个陌
生号码回了电话，其在电话中
和王明南要账号，准备把剩余
的钱再打给他。当时王明南说
山东能源集团下属煤矿出事
了，现在不方便，钱先放着，以
后再说。2012年二、三月份，高
某甲给王明南发信息，问他那些
钱怎么办，王明南没有回话，其
又给王某丁发信息，主要内容是
有急事找她父亲，让他方便的时
候与其联系，但是王明南、王
某丁都没有与其联系。

王明南的女儿王某丁证
实，她联系了父亲，父亲说别
管这件事，如果高某甲让提供
银行账号，千万别提供。

十分顾家

亲家外孙，名下都有他买的房

王明南对自己的女儿和
女婿着实不薄，买的房子也不
止这一套，有的以女儿名义，
有的以女婿名义，有的甚至以
外孙名义。王明南的女婿李某
乙说，岳父母以其名义购买海
南温泉花园小区G10-105西户
房产、龙口市新龙家苑房产，
连他自己都不知情。2011年，
岳父母以外孙子名义购买海
南温泉花园独栋别墅D05房
产，他是知道的。

不仅如此，就连亲家的房
子，王明南也没少“操心”。女
婿李某乙说，他的父亲购买北
京石景山远洋沁山水小区房
产，2010年12月初交的302万
元房款是其岳父母转给妻子
的。此外，李某乙称，妻子朋友
刘某丙夫妇购买丰台区纤云

园房产时，也向妻子借款99万
元，妻子说钱是娘家转来的。

此外，王明南的外甥宋某
证实，2011年5月，表姐（即王
明南的女儿）以他的名义购买
北京大成郡房产一套，房款由
表姐支付。

海南山海海峡南岸房地
产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赵某
甲证实，王明南在海南温泉花
园小区购买3套住房，房款共
计640万左右已全部交清，从
2009年12月开始交，2011年交
清。

王明南的女婿李某乙还
证实，岳父母多次带到北京共
计大约600万元的现金，存在
他和妻子、父亲、儿子的招商
银行卡上，这些卡都是妻子在
管理。

到处藏钱

金条藏到丈母娘家炉子底下

2010年11月，王明南利用
担任枣矿集团总经理的职务之
便，为沈阳北方重型机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沈阳重型机械）
在枣矿集团矿用设备招投标方
面谋取利益，收受该公司原法
定代表人曲某所送中国黄金投
资金条一根（重200克），价值人
民币6 . 052万元。

曲某（证实，2010年11月，
其以会议纪念品的名义送给王
明南一根200克黄金投资金条，
请他以后在公司向枣矿集团投

标煤机设备方面多加关照，王
明南答应了，后其公司就在
2011年初投标中，经过王明南
操心安排，以380万元的价格中
标了一台掘进机。

金条去哪儿了呢？答案是
王明南的丈母娘家。王明南的
妻妹证实，姐姐和姐夫王明南
分多次带一些金条、金首饰让
其保管，最后一次是2011年，其
中有一根200克的中国黄金金
条。2011年秋后其将这些物品
交给母亲保管，后听母亲说东

西埋在家里西卧室的炉子底
下。

王明南的妻弟说，2011年
11月的一天，母亲让其把一个
蓝色塑料袋埋在藏格庄家里
西间卧室的炉子后面，塑料袋
里有一个玻璃瓶，估计里面是
一些贵重东西。2 0 1 3年 6月 4
日，其带领检察院办案人员找
到埋藏的东西，打开后发现里
面装的都是金条、金项链等物
品，这些物品不是自己和父母
的。

权力变现

帮人调动工作，前后收了近8万

王明南的另一个捞钱的
途径便是帮助下属晋升或帮
人调动工作。

其中，2 0 1 1年春节前至
2013年春节前，王明南利用担
任枣矿集团总经理的职务之
便，为吴某乙之妻仲某在工作
调动方面谋取利益，先后收受
吴某乙所送人民币7万元、黄
金手镯一对、黄金长命锁一
把，以上现金及物品共计价值
人民币7 . 8578万元。

吴某乙证实，在王明南的
帮助下，其妻仲某的工作关系
从龙口矿务局中心医院调到
了枣矿集团中心医院工作。仲
某的工作关系调过来之后，王
明南说现在人事的事比较敏

感，盯着这些事的人很多，影
响不太好，先别去上班，在家
里等着，又过了一段时间，王
明南找关系把仲某从枣矿集
团中心医院调到枣庄市薛城
区人民医院工作。2011年春节
前送给王明南2万元，2012年
春节前又送给王明南5万元，
都是他的妻子收下的。

就连王明南的外孙李某
都收到了礼物。王明南供述，
2013年春节前，女婿李某乙和
外孙回枣庄过年，一天下班回
家后妻子说，吴某乙、仲某夫
妇来过家里，给孩子送来了一
对黄金手镯和一个金质长命
锁。他明白吴某乙和仲某的意
思是以给外孙礼物为借口，向

其表示感谢。
此外，2006年中秋节前至

2011年春节前，王明南利用担
任枣矿集团总经理的职务之
便，为枣矿集团铁路运输处

（以下简称铁路运输处）在枣
矿集团利润考核指标制定方
面谋取利益，先后十次收受该
处原处长刘某己所送人民币
共计十八万元。铁路运输处作
为枣矿集团的二级单位，枣矿
集团每年都会下达目标责任
书，明确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
和利润指标，铁路运输处领导
成员的薪酬与指标完成情况
是挂钩的，在任务指标下达方
面，王明南作为总经理有很大
的建议权。

精打细算

给职工采购工装也不忘捞一笔

出手阔绰的王明南捞钱
时却是精打细算，给职工采购
工装时也不放过捞一笔的机
会。跟他贪污的3000万元巨款
相比，他总计388 . 9万元受贿
金额，分成了十大项，每一项
又可能涉及多次受贿。借给员
工定制工装之机受贿就是其
中之一。

2010年春节前至2013年春
节前，王明南利用担任枣矿集
团总经理的职务之便，为上海
国文服饰有限公司滕州专卖店
在承揽枣矿集团下属单位服装

业务方面谋取利益，先后五次
收受该专卖店经理王某己所送
人民币共计10万元。

王某己证实，枣矿集团下
属有很多二级单位，每年都会
给员工采购工作服，其想从他
们那里揽些服装订做的生意，
便对王明南说：“王总，我是做
服装生意的，你看有机会能不
能给我点服装业务。”王明南当
时答应说：“行，找机会吧。”

2009年下半年，枣矿集团柴
里煤矿做工作服，王某己打着王
明南的旗号到柴里煤矿找到矿

长程某，“程矿长，我是王明南的
关系，从事服装销售业务，代理
的是国文品牌，你看看能不能给
我点业务。”后来，王某己成功签
下76万余元的订单。

王某己说，2010年春节前
送给王明南2万元现金、2010年
中秋节前送给王明南2万元现
金、2011年春节前送给王明南2
万元现金、2012年春节前送给
王明南2万元现金、2013年春节
前送给王明南2万元现金，以上
共计10万元现金，这10万元现
金王明南都收下了。

王明南（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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