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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梓龙、吴妙容：本院立案执行方勇锋与詹梓龙、吴妙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榕执行字
第 458 号执行通知书、限期履行通知书及（2013）榕执行字第
458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 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
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许继魁：本院受理东莞市中堂天泉箱包配件厂申请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梅执行字第 128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福建]闽清县人民法院
张敏：关于谭淑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哈尔滨市南岗

区法院于 2013年 2月 27日作出的 （2012） 南民二初字第 816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至今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
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姜革成：关于蒋桂香诉你婚姻家庭、继承纠纷一案，本院
（2011）呼民初字第 257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3）呼执字第 61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即日内履行判决书
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
黑龙江东煤建筑工程公司直属分公司、呼兰县北大实业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呼兰支行诉你们两
公司借贷纠纷两案， 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呼兰支行申请执行
（2002）呼民二初字第 214 号民事判决书、（2001）呼民二初字第
280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依法裁定变更案件申请执行人为孙宝
同。 现依法向你两公司公告送达（2003）呼执字第 540-01 号、

（2003）呼执字第 541-01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

哈尔滨金旺种猪饲养有限公司、田凤臣：本院受理哈尔滨
市阿城区汇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哈尔滨金旺种

猪饲养有限公司、田凤臣、哈尔滨鑫北源电站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阿法
执字第 390-9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查封被执行人哈尔滨金旺种
猪饲养有限公司所有的房产及饲养猪舍（1、2700 平方米办公楼
一处，2、猪舍六栋 3、水塔一处 4、其他附属设施），在查封期间
任何人不得转移被查封的财产，不得妨碍执行的其他行为。 申
请执行人哈尔滨市阿城区汇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保

管被查封的财产。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龙腾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哈尔滨中建工程
公司与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哈尔滨仲裁委员会
（2005）哈仲裁字第 530 号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并已进入执
行程序。 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哈尔滨中建工程公司向本
院提出申请，申请将执行款打入如皋市振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理由是哈尔滨中建工程公司拖欠如皋市振华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工程款，双方协议将哈尔滨仲裁委员会（2005）哈仲
裁字第 530 号裁决书确认的 14,469,268.65 元债权及利息全部
抵偿给如皋市振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黑龙江]尚志市人民法院

李印平、吴保华：涞源县人民法院委托保定市中级人民法
院司法技术处对被查封的李印平在涞源县城区办 108 国道北
侧楼房 12间（房产权证号：涞房字第 10860号）进行拍卖。 定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10 时， 在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201
室依法摇号确定拍卖机构，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10 时第
一次拍卖， 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10 时第二次拍卖，于
2014年 1月 10日上午 10时第三次拍卖。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
按时参加，逾期不到视为放弃权利。 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彩霞：本院受理郑丽丽诉你买卖纠纷一案，申请人郑丽

丽申请执行本院（2010）中民一初字第 2007 号民事判决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中执字第 1140 号限期履行通知书。
通知书载明：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5 日内履行本院（2010）中
民一初字第 2007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
院将依法对杨彩霞名下位于二七区嵩山路东、 棉纺路北 2 幢 1
单元 13层 07号房产和位于二七区嵩山北路棉纺路北 1 号楼 2
单元 4 层 02 号房产予以评估、拍卖。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马国勤： 郭慧苗申请执行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申请人郭慧苗申请执行（2011）金民一初字第 4110 号民事
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金执字第 1104 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民事判
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李世杰、冯巧玲、郑州成通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

请执行人新密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2011）新密民专初字第 152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
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新密执字第 613 号执行
通知书及（2013）新密执字第 613 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责令你们自公告期满后 3 日内，自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河南]新密市人民法院

余际生： 本院受理执行的余莉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靖执字第 94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申
报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期满后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江西]靖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原告（2013）沈中执字第 221号执行案件。 因被告执
行人辽宁天成保龄球有限公司未履行（2013）沈中民三初字第 25
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四十四条之规定。本院依法查封被执行人辽宁天成保龄
球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 28号 1—3层房
产。 证号：房字第 011855，建筑面积 3672平方米及 4层以上不具
备房屋产权证书的附属建筑部份，该部份约 828平方米，希望对
该 828平方米无房产证的房产有主张权利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持有效证据，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否则，本院将该部
份房产视为被执行人所有，并将依法对其评估、拍卖，所产生的不
利后果自负。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沈阳东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七色梦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郭云龙、邓莹、仇宏宇：本院受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
申请执行（2011）沈和民三初重字第 3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高亮青：本院执行的褚宪平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大洼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大洼民一初字第 00023 号
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3）大洼执字第 00239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五日内，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大洼县人民法院
石琼海、韩立霞、王学好：本院执行的湖南恒安纸业有限公司

与石琼海 （系山东省胶州市琼海百货批发部业主， 身份证号码
370224196710110515）、韩立霞（系山东省胶南市王台镇财吉商店
业主，身份证号码 370223196402196023）、王学好（系山东省胶南
人民路新兴百货商店业主，身份证号码 372833196202212735）侵
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石琼海、韩立霞、王学好公
告送达（2012）青执字第 141号、142号、143号执行通知书，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孔令华：本院在执行张凯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
人申请执行（2011）靖民初字第 1567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委托
陕西金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你所有的位于靖边县北街电

力局北侧的房地产进行评估，已作出评估报告，评估总值为人
民币 581400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
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 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
提出。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陕西]靖边县人民法院
周志毅、黄峰：本院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受理何江申请执

行你们其他合同纠纷一案。 在执行过程中，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金牛执字第 1220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期满后 3日内你们
应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 逾期不履行，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石生明：我院受理的陈光英、蒋云珍与石生明法定继承纠
纷一案，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新民一初字
第 39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我院委托新疆中地房地
产评估有限公司将你名下位于乌鲁木齐市新市区百园路通嘉

世纪城 A 区 4栋 2单元 601室住宅房地产进行估价，评估价格
为 474209 元。 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价格评估报告书。 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评估价格有异议，
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价格异议书。 逾期我
院将依法进入拍卖程序。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克州农富油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
州财信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克州农富油脂有限公司担保

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财信融资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2012）克民二初字第 4 号民事判决书，
依法委托新疆中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你公司进行评估，已
作出中立信评报字（2013）第 07-05号评估报告书。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
达期满后 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
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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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徽高悬 ， 法庭庄严 。 2013 年 8
月 22 日至 26 日， 被告人薄熙来涉嫌受
贿、 贪污、 滥用职权案在山东省济南市
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被告人的亲属， 人大代表， 政协委
员， 媒体记者及各界群众一百余人旁听
了庭审。 庭审期间，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通过新闻发言人， 向庭外的新闻记者
介绍情况， 并通过官方微博及时发布了
庭审情况。

庭审进行时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大的一间审

判庭———第五法庭内， 112 个旁听位置
座无虚席。 8 月 22 日上午 8 时 43 分 ，
审判长、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
旭光敲响法槌， 宣布开庭。 被告人薄熙
来被法警带入被告席。 他驻足转身， 向
旁听席投下一瞥。

被告人薄熙来 ， 1949 年 7 月 3 日
出生， 山西省定襄县人， 曾任大连市市
长、 市委书记， 辽宁省委常委、 省委副
书记、 省长， 商务部部长， 十七届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 、 重庆市委书记等职
务。 2012 年 4 月 10 日， 鉴于涉嫌严重
违纪， 中共中央决定停止薄熙来担任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职务， 并由
中央纪委对其立案检查。 同年 9 月 28
日 ，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
籍、 开除公职处分， 对其涉嫌犯罪问题
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同日，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罢免了薄
熙来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最高人民检察
院以其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决定逮

捕。 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
经依法指定管辖， 于 2013 年 4 月 10 日
以被告人薄熙来涉嫌受贿罪、 贪污罪、
滥用职权罪移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

起诉。 7 月 25 日，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
依法对薄熙来涉嫌犯罪提起公诉。

9 时 10 分， 在审判长当庭告知当
事人庭审过程享有的诉讼权利后， 法庭
调查开始。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增胜

等 4 人， 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庭支持
公诉。 杨增胜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薄熙来单独受
贿 和 共 同 受 贿 共 计 折 合 人 民 币

2179.0587 万元， 数额特别巨大； 共同
贪污公款人民币 500 万元， 数额巨大；
滥用职权， 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 情节特别严重， 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
条第一款、 第三百八十六条、 第三百八
十二条第一款、 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
第 （一） 项、 第二款、 第三百九十七条
第一款之规定， 应以受贿罪、 贪污罪、
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并予以数
罪并罚。 公诉人指出， 起诉书的指控是
根据大量事实证据得出的结论。

庭审过程中， 在审判长的主持下，
被告人薄熙来对起诉书指控涉嫌犯罪的

事实作了陈述， 对指控予以否认。 公诉
人和辩护人分别讯 （询） 问了被告人。
证人徐明、 王正刚、 王立军出庭作证，
控辩双方对证人进行了交叉询问。 公诉
人当庭播放了检察机关询问证人唐肖

林、 薄谷开来的同步录音录像， 并出示
书证， 证人证言， 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亲笔供词 ， 视听资料 、 电子数据等证
据， 分组进行了举证。 控辩双方针锋相
对， 进行了对抗性质证。 公诉人指出，
被告人没有提出否认指控事实的证据，
陈述、 辩解中还存在许多相互矛盾的地
方。 法庭对薄熙来及其辩护人的发言申
请均给予了许可， 保证了被告人及其辩
护人有充分时间发表意见。 薄熙来当庭
表示， 感谢审判长公平公正， 法庭审理
是人道的、 文明的。

法庭调查结束后， 经审判长许可，
控辩双方就案件事实、 证据及法律适用
等问题进行了法庭辩论。 控辩双方就定
罪、 量刑的事实、 证据和适用法律等问
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在公诉意见书中

指出，在几天的庭审中，被告人薄熙来
不仅对有大量确凿证据证明的犯罪事

实予以矢口否认， 而且连自己庭前亲
自书写的材料和亲笔供词也予以推

翻；对滥用职权罪，被告人仅承认自己
有错误、 负有责任， 但同样不承认犯
罪。 这足以说明其拒不认罪的态度。

公诉人强调 ， 犯罪事实是客观
的 ， 并不随被告人的主观意志而转
移； 认定犯罪事实， 是以全案证据为
依据 ， 而不是以被告人的口供为依
据。 公诉人向法庭提出， 根据 “宽严
相济” 的刑事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 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 又拒不
认罪， 被告人没有自首、 坦白、 检举
揭发的情节， 不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
节， 必须依法从严惩处。

薄熙来在法庭最后陈述时表示：
王立军叛逃在中外形成了恶劣的影

响 ， 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影响上的损
失， 我在这个过程中严重误判， 深感
愧疚， 但没有滥用职权之心。 起诉书
对我贪腐的指控是严重失实的， 我没
有管好家人和下属， 我有大过。 我自
知我是很不完善的人， 我主观主义，
脾气暴躁， 我有严重的过失和错误，
我深感治家无方， 给国家造成了不良
影响。 我诚恳地接受组织的审查， 也
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 过去 16 个月，
办案部门工作人员对我的生活是照顾

的， 谈话文明， 多数人有素养， 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有压力的。 这次审
判， 让控辩双方都有机会充分发表意
见， 还有微博传送了信息， 使我对中
国司法的未来增添了信心。

8 月 26 日 13 时 04 分 ， 审判长
敲响法槌， 宣布休庭。 济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薄熙来案审理结束， 择期宣
判。

涉嫌受贿

记者在庭审现场了解到薄熙来涉

嫌受贿犯罪的主要事实包括 ： 1999
年至 2006 年， 利用职务之便， 为他
人谋取利益。 2000 年至 2012 年， 单
独或者通过其妻薄谷开来 （另案处
理）、 其子薄瓜瓜， 收受他人给予的
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 2179.0587 万
元。

收受现金———
公诉人指控， 2000 年至 2002 年

间， 薄熙来利用担任大连市市长、 市
委书记， 辽宁省省长等职务便利， 接
受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肖

林 （另案处理） 的请托， 为该公司接
收大连市驻深圳办事处从而利用该办

事处在深圳的土地进行开发建设提供

了帮助， 并为唐肖林申请进口汽车配
额提供了帮助 。 2002 年下半年至
2005 年下半年 ， 薄熙来先后三次收
受唐肖林给予的钱款， 共计折合人民
币 110.9446 万元。

证人唐肖林先后作出的 5 份证言
及 4 份亲笔证词、 公诉人当庭播放的
2013 年 5 月 31 日询问唐肖林的同步
录音录像， 均详细证明了其通过在深
圳的土地开发建设和申请进口汽车配

额得到利益后， 给薄熙来送钱表示感
谢的经过。

公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其他多名证

人证言及相关书证， 相互印证， 证实
了贿赂款的来源、 行贿和受贿的过程
以及贿赂款的去向。

薄熙来质证提出： 唐肖林所说给
我送三次钱的事情， 是不存在的。 他
请托我办的那些事情都是公事公办。

鉴于薄熙来当庭否认收受唐肖林

钱款的事实， 公诉人出示了薄熙来的亲
笔供词。 薄熙来承认， 唐肖林曾先后三
次送给我 13 万美元和 5 万人民币。 第
一次大约是 2002 年在我沈阳的家中 ，
唐肖林以我儿子在外国学习 、 谷开来
“陪读” 生活开销为由， 给了 5 万美元。
第二次是 2004 年， 我到商务部工作时，
唐肖林到办公室看我， 捎去 5 万元人民
币， 说是 “添些文具 ”。 我拿回了家 。
第三次是 2005 年在我北京的办公室 ，
他送了 8 万美元 ， 说是给薄谷开来母
子， 国外生活需要用钱， 表示一点老朋
友的心意。 钱我拿回家， 放在我书房的
保险柜里。

薄熙来及其辩护人提出， 在审查期
间， 薄熙来的自书材料， 是违心和不真
实的， 要求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公诉人指出， 被告人薄熙来提出自
己的自书材料是在受到压力情况下写出

的，并以此要求进行证据排除。自书材料
是被告人本人所写，没有办案人员在场。
同时，除了自书材料，在侦查阶段和审查
起诉阶段被告人也作出了亲笔供词和供

述，均认可了收受唐肖林钱款的事实。被
告人当庭翻供， 却说不出合理的翻供原
因，而且他的辩解存在矛盾，根据司法解
释，其庭前供述应当予以采信。

针对薄熙来所说 “公事公办”， 公
诉人指出， 按照刑法规定， 受贿人为他
人谋取利益， 无论是正当还是不正当利
益， 即使是公事公办， 但只要有权钱交
易， 就构成受贿罪。

收受房款———
起诉书指控 ， 1999 年至 2006 年 ，

被告人薄熙来利用职务便利， 接受大连
实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明 （另案处
理） 的请托， 为该公司收购大连万达足
球俱乐部、 建设定点直升飞球项目、 申
报大连双岛湾石化项目、 列入商务部原
油成品油非国营贸易进口经营备案企业

名单等事宜提供了帮助 。 2001 年至
2012 年， 薄熙来通过薄谷开来 、 薄瓜
瓜先后多次收受徐明给予的巨额财物。

法庭调查显示， 2001 年 7 月 9 日，
薄谷开来用其收受徐明给予的购房资

金， 以 231.86047 万欧元 （折合人民币
1624.9709 万元） 购买了位于法国尼斯
地区戛纳市松树路 7 号的枫丹·圣乔治
别墅。 从公诉人提交法庭的证据可以了
解到 ， 这是一座 350 平方米的三层别
墅， 带有独立花园、 游泳池、 车库， 总
占地面积 3950 平方米， 相当于多半个
标准足球场。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的证据表明， 薄
谷开来和她的朋友、 法国建筑设计师帕
特里克·亨利·德维尔等人精心设计实施
了一套以公司而非个人名义且法律关系

极为复杂的购房方案———德维尔称之为

“蒙太奇计划” ———通过在海外注册多

家公司， 利用复杂的股权结构， 用以隐
瞒薄谷开来其家庭在海外拥有房产的情

况， 并尽量减少购房税费。
薄谷开来的证言说， 我不想让别人

知道我们家在海外购买了房产， 我怕和
海外资产有染连累家人， 不想给薄熙来
在政治上造成影响。

检察机关通过缜密侦查， 掌握大量
书证和证人证言， 逐步梳理出了深埋在
这个 “蒙太奇计划” 之中的薄熙来受贿
路线图 ： 徐明出资———以公司名义购

买———薄谷开来实际控制别墅--薄熙
来知情。

徐明当庭的证言和薄谷开来的证词

一致证明， 当薄谷开来向徐明表达了想
在法国购买某处别墅后， 徐明当即表示
由他来提供购房资金。 徐明说， 为了讨
好薄谷开来和薄熙来， 日后能得到薄熙
来给予的更大帮助， 我提出由我支付购

房资金。 检察机关调取的相关转款财务
账证， 证明了购买这套别墅的出资人正
是徐明。

证据显示， 为购买这套别墅， 薄谷
开来等人在境外注册了 3 家公司， 此外
还至少涉及 4 家外国公司和 1 家外国银
行。 在最初注册成立的公司中， 薄谷开
来和德维尔名义上各持有 50%的股份。
这是为了符合当地法律关于成立公司必

须有两个股东的规定。 但实际上德维尔
是代薄谷开来持有股份。

德维尔在亲笔证词中表示， 他没有
对公司做任何的投资， 实际上是替薄谷
开来持有股份， “她始终是真正的所有
人。”

薄谷开来多次确认， “别墅自始至
终都是我的资产， 我是房子的持有者、
所有权人。”

在公诉人举证之后， 薄熙来发表质
证意见说， 我相信检察机关收集的大量
证据都是确实存在的， 但是这些证据只
能证明薄谷开来搞了这么一套房子， 并
不能证明这套房子与我本人有何关系。
我对于尼斯房产的事儿毫不知情。

公诉人接下来出示的证人证言显

示， 薄熙来对徐明出资为其家购买别墅
一事是知情的。

法庭上 ， 公诉人播放了 2013 年 8
月 10 日询问证人薄谷开来的同步录音
录像， 出示了她的相关证言， 并播放了
检察机关经依法搜查， 从薄谷开来家中
电脑里提取的由她本人制作的圣乔治别

墅的数码幻灯片。
薄谷开来说， 在法国尼斯戛纳购买

别墅后， 我在别墅拍了很多照片， 设计
了两套幻灯片 ， 是为装修和出租使用
的。 我做的幻灯片是动感的， 三秒钟切
换一张图片， 有英文的诗， 还有音乐伴
奏。 幻灯片做好以后， 我回国带回沈阳
家里， 徐明来我家时， 我在电脑上播放
给他看， 看的时候， 瓜爹 （指薄熙来）
下班回来了， 我们就一起看， 徐明说我
有才， 瓜爹就在旁边开玩笑， 说我特懂
艺术， 就是个艺术家。 我主动告诉他，
我让徐明出资在法国买了房产， 是作为
保值投资的， 将来留给瓜瓜， 作为经营
性物业 ， 对外出租 ， 可以有稳定的收
入。 我说这话的时候徐明应该在场。

徐明对他和薄熙来、 薄谷开来一起
在薄熙来家中看幻灯片的情节予以证实，
并称当时薄谷开来向薄熙来明确讲明了

别墅是她让徐明出资在法国购买的，将来
薄瓜瓜可以有稳定的收入。 徐明回忆说，
后来我们又聊了几句我就起身离开了。在
这个过程中所说的原话我记不准了，但这
件事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的。

薄谷开来说， 薄熙来还问我这样做
是否安全， 我说购买的过程很复杂， 不
是以我们的名义购买的， 此事很安全，
让瓜爹放心。

公诉人向法庭提交了徐明的证言，
其中证实了薄熙来对这套别墅知情的一

个重要细节： 2004 年 7 月 ， 薄谷开来
说房产已经办好了， 最近薄熙来会为这
事找我 。 不久 ， 薄熙来亲自给我打电
话， 让到商务部找他。 见面后， 在谈话
中薄熙来强调说对这件事一定要保密，
任何时候他都不知道这套房产的事情。
我说 “明白”。

薄熙来当庭表示， 公诉人举出的有
关这个房产的大量证据， 就像一个巨大
的球， 想要证明和我有关的就是球上那
一根细细的线。 这根线就是在我沈阳家
中看幻灯的那个情节。 而这个情节是不
存在的， 薄谷开来和徐明的证言都是虚
构的。

公诉人指出， 薄熙来一方面称公诉
人当庭播放的别墅幻灯片 “我和大家一

样也是第一次见到”， 另一方面又说在
模糊的印象中在家里看到过； 一方面辩
解徐明是薄谷开来的朋友而不是自己的

朋友， 另一方面又无法对徐明拥有车辆
通行证可以随意进出商务部作出解释。
在与徐明当庭对质过程中， 薄熙来对徐
明证明的 “三人共看别墅幻灯片 ” 和
“商务部攻守同盟” 两个基本情节也无
可否认。 同时， 薄熙来的大量辩解与起
诉指控的事实和证据并没有关系， 只是
他对事实的不同理解， 而又不能举出相
关证据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证明， 其辩解
不是自相矛盾、 就是苍白无力。

辩护人当庭就相关证据的合法性、
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以及法国尼斯房产
权属等提出辩护意见。 公诉人一一予以
回应。

收受其他财物———
检察机关调取的大连实德集团数十

笔财物报销凭证和多位证人证言显示：
2004 年至 2012 年， 薄谷开来和薄瓜瓜
收受徐明支付的国内国际机票、 住宿、
旅行费用， 偿还信用卡欠款费用， 以及
购买的一辆电动平衡车等， 共计折合人
民币 443.1432 万元 。 薄谷开来将让徐
明出资提供上述资助事宜告知了薄熙

来。
薄谷开来在证言中称， 薄瓜瓜到国

外上学经常往返国内国外， 他的老师全
家来北京， 以及国外的朋友、 同学 40
多人来京旅游， 他们的飞机票、 住宿费
都是我让徐明支付的， 徐明很痛快就答
应了， 并安排公司工作人员来办。

薄熙来家的工作人员张晓军具体负

责联系徐明公司的工作人员购买机票。
他在证言中说， 机票主要有三类： 一类
是薄瓜瓜在国外读书期间从国内往返英

国、 美国； 一类是薄瓜瓜出国旅游， 比
如 2006 年去德国看世界杯， 还去过威
尼斯 、 阿根廷 、 古巴 、 巴黎 、 非洲等
地 ； 还有一类是为薄瓜瓜的朋友 、 同
学、 老师等购买的机票。

大连实德集团相关工作人员证实，
2011 年 8 月， 按照董事长徐明的安排，
为薄瓜瓜及其亲友支付非洲旅行费用就

有 130841 美元。 其中为他们从某航空
服务公司租用私人飞机用于迪拜至乞力

马扎罗的往返旅程， 花费 8 万美元， 预
定非洲境内的酒店和行程等 ， 共计
50841 美元。 这笔钱是从徐明的私人账
户中支付的。

大量证据表明 ， 从 2004 年开始 ，
一直持续到案发前， 薄谷开来、 薄瓜瓜
等人收受徐明代为支付的机票费用多达

76 次。
法庭上，薄熙来称，别说是 76 笔，就

是 760 笔也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他对这
些机票报销一无所知，薄谷开来、薄瓜瓜
等人从来没有跟他提到过机票的问题。

辩护人提出， 薄熙来并不具体了解
每一笔财物的收受情况。

针对薄熙来提出的 “他对这些机票
报销一无所知”， 公诉人指出， 对于薄
谷开来收受徐明支付薄瓜瓜 “衣食住
行” 等费用的事实， 在案证据证明薄熙
来不仅知情， 而且对权钱交易的本质有
明确的认知。

薄谷开来在证言中说 ， 徐明帮助
我、 瓜瓜及他的朋友支付机票住宿等费
用。 徐明和我们之间的经济往来薄熙来
是知道的。 我向薄熙来推荐过徐明， 我
说徐明很可靠， 对我和瓜瓜不错， 为瓜
瓜上学提供帮助。

薄熙来在自书材料中曾写道： 徐明
为我家、 为谷开来， 尤其为薄瓜瓜在国
外留学提供了大量的资助， 实质上是一
种特殊形式的交易， 即我帮了他 “快发
展”， 他则帮我 “带孩子”。

薄谷开来在证言中说， 其实徐明和
我们交往， 他看中就是薄熙来的职务， 才
和我们交往， 我们提出的要求他都满足。

公诉人指出， 薄熙来与薄谷开来的
夫妻关系决定了他们是利益共同体， 在
这种共同利益的驱使下， 形成了 “丈夫
利用权力为请托人办事， 妻子收受请托
人财物” 的共同受贿模式。 在这样的模
式下， 不论薄熙来对薄谷开来收受财物
的知悉是概括的还是具体的、 是事前明
知还是事后知情， 都不影响其与薄谷开
来构成共同受贿犯罪。

涉嫌贪污

公诉人指控 ， 2000 年 ， 薄熙来担
任大连市委书记期间， 直接负责了上级
单位涉密场所改造工程。 该工程由时任
大连市城乡规划土地局局长王正刚 （另
案处理 ） 承办 。 2002 年工程完工后 ，
上级单位拨款人民币 500 万元给大连市
政府。 王正刚以工程涉密、 款项不好入
账为由， 向已调任辽宁省省长的薄熙来
请示如何处理该笔工程款。

王正刚在出庭作证时说， 我第一次
向薄熙来请示时 ， 他表示考虑考虑再
说。 过了一周， 我又去沈阳见薄熙来。
我想 ， 这笔工程款大连没有其他人知
道， 不如留给薄熙来补贴家用， 也算表
达我对他提拔任用我的感谢。 当与薄熙
来见面时， 我就对他说了这个想法。 薄
熙来想了一会儿说： 那就这么办吧， 具
体的事你去找薄谷开来。 他还给薄谷开
来打了电话。

薄谷开来证实， 薄熙来在辽宁任省
长期间， 一天， 他告诉我， “王正刚想
找你一下”， 我说他找我干什么， 薄熙
来说， 你的律师事务所不是关了吗， 你
不是老埋怨我吗？ 王正刚可以帮帮你的
忙， 给你一笔钱， 数额挺大的， 薄熙来
让我和王正刚直接谈 ， 当时我就明白
了。 因为当时我律所关了， 我陪瓜瓜在
英国读书， 开销又大， 钱比较紧张， 瓜
爹是非常清楚的。

询问笔录显示： 办案人员询问薄谷
开来， 薄熙来说的 “帮帮你” 是什么意
思？ 薄谷开来回答说， 我和瓜爹说话都
是心照不宣的， 说话不用说的太明白，
王正刚其实就是有一笔钱要给我和薄熙

来， 我们都非常清楚。
多名证人的证言和检察机关从多家

银行调取的转账凭证均表明 ， 从 2002
年 5 月到 2005 年 3 月， 从上级单位拨
付的 500 万元工程款陆续全部转到了薄
谷开来指定的账户。

薄谷开来亲笔证词说： “事情完成
后， 我告诉了薄熙来是如何处理的。 事
情都办好了， 王正刚给的钱收下了。”

法庭上， 薄熙来在回答公诉人提出
的王正刚是否向他汇报过这个工程、 是
否汇报过上级单位拨付 500 万元、 是否
提出将这笔款项给他 “补贴家用” 等问
题时， 称他记不清。 薄熙来说： “我现
在印象模糊， 在组织审查我的时候他们
提到过这个事， 其实我印象里已经没有
这个事情了”， “我记不清了， 但办案
人员向我提示后， 我模模糊糊记得有这
个事情”。 薄熙来还提出王正刚证言不
合常理、 不可信。

公诉人指出， 在上级单位拨付 500
万元公款后， 经王正刚提议留给薄熙来
补贴家用， 薄熙来当即让王正刚和薄谷
开来具体商议 ， 并给薄谷开来打了电
话。 这些事实得到王正刚的当庭证言和
薄谷开来的亲笔证词相互印证。

公诉人还出示了薄熙来 2013 年 4
月 2 日的亲笔供词： 我同意王正刚去找
薄谷开来商量， 开了口子。 王与谷商量
后， 我也没去追问， 放任了此事。 此款
已进入我妻子相关的账户， 造成了公款
私用， 这中间， 王正刚找过我， 我又给
谷开来打过电话， 责无旁贷， 我愿认可
检察机关经分析确认后的调查结果， 同
时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对此事的发生，
我很惭愧， 很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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