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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防减少外来务工人员违法犯罪， 近日浙
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启动“巡回法制宣传”计划，
派出法官深入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企业开展法制

宣传。 图为 8 月 24 日，海宁法院法官沈乐群与当
地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人员一起，来到某家俱
有限公司， 给企业近 200 名外来职工上了一堂精
彩的法制课。 裘靖飞 摄 洋河杯图片好新闻竞赛

上接第三版

针对上述亲笔供词， 薄熙来称， 这
是他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 而且是在承
受极大压力之下写的。 薄熙来说， 这个
笔录从头到尾我都坚持没有贪占这笔款

子的主观故意。 我懊悔的是自己马虎大
意太粗心了， 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把
好关。

薄熙来及其辩护律师提出， 起诉指
控贪污罪的主要依据是王正刚证言， 但
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证明， 王正刚没有去
见过被告人， 也没有去说过 500 万元工
程款的事情。

公诉人表示， 对这一关键事实， 尽
管被告人辩解其没有贪占故意， 但证人
证言内容一致， 均指向被告人。 不仅有
王正刚、 薄谷开来的证言， 还有帮助转
款的相关证人的证言， 以及转款的公司
账目、 银行凭证等书证相互印证。 上述
500 万元公款落入薄家私囊的整个过程
是清楚的、 连贯的、 完整的， 证据是确
实充分的。

涉嫌滥用职权

2012 年 1 月至 2 月间 ， 薄谷开来
涉嫌故意杀害英国公民尼尔·伍德一案
（“11·15 案件”） 被揭发、 王立军的重
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被免、 王立军叛逃
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这一连串事件
背后， 作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 又有哪些所作
所为？

起诉书指控： 薄熙来 “违反规定实
施了一系列滥用职权行为。”

“打” ———
2012 年 1 月 28 日， 薄熙来听取了

王立军关于薄谷开来涉嫌杀人的汇报。
次日， 他斥责王立军诬陷薄谷开来， 打
了王立军耳光并摔碎茶杯。

在法庭上， 证人王立军回忆了当时
的场景。 王立军称， 薄熙来对我进行打
骂， 实际上是用暴力进一步表明自己的
态度， 不让我继续对 “11·15 案件” 进
行调查。

当时也在场的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副

局长郭维国的证言印证了王立军的说

法： 薄熙来把我也叫去， 还当着我面打

骂王立军、 摔茶杯， 也是在做样子给我
看， 目的是要震慑我， 好让我别再说出
薄谷开来有杀人嫌疑这样的话来。 说白
了， 薄熙来就是用他的权力阻止公安机
关继续对 “11·15 案件” 进行侦查。

“查” ———
法庭调查显示 ， 在打完王立军当

天， 薄熙来根据薄谷开来的要求， 同意
由时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吴文康对根据王立军授意以辞职信方式

揭发薄谷开来杀人案的 “11·15 案件”
承办人王智、 王鹏飞进行调查。

王立军叛逃后 ， 按照薄熙来的要
求 ， 重庆市公安机关对王鹏飞进行审
查， 并以涉嫌诬告陷害罪立案侦查； 经
薄熙来提议和批准， 重庆市委组织部取
消了王鹏飞重庆市渝北区副区长候选人

提名人选资格。
“免” ———
2012 年 2 月 1 日下午 ， 薄熙来主

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 免去王立军重庆
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职务。 按照薄
熙来的要求， 市委组织部于次日宣布了
该决定。

薄熙来在法庭上说： 在这个问题上
我考虑得不慎重、 有失误。 现在一直说
我免掉王立军局长的职务 ， 这是错误
的， 我只是调整了王立军的分工， 让他
负责工商、 教育、 科技， 我绝无贬低他
的意思。

审判长问： 被告人薄熙来， 你刚才
所说的意思是 ， 你对王立军是调整分
工， 不是免去他公安局局长的职务， 是
这样的吗？

薄熙来答： 我确实是免掉了王立军
的公安局局长职务， 但这是一个调整分
工的过程。

公诉人出示的书证表明 ， 中央规
定， 地方党委决定任免政法部门的领导
干部， 要征得上一级政法部门党组 （党
委） 同意。 相关证人证言指出， 在有几
位同志提醒的情况下 ， 薄熙来仍旧违
规、 越权决定免去王立军市公安局党委
书记、 局长职务。

王立军、 王智、 王鹏飞等人在证言
中均指称， 薄熙来当时作为重庆市主要
领导 ， 在有人向其揭发其妻涉嫌杀人
后， 非但不要求对 “11·15 案件” 重新
调查， 反而采取一系列手段阻止继续查
办案件。

记者在庭审现场了解到， 2012 年 2
月 6 日王立军叛逃后， 薄熙来纵容没有
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薄谷开来参与王立

军叛逃事件的研究应对， 并同意薄谷开
来提出的由医院出具王立军精神疾病诊

断证明的意见。 2 月 7 日， 薄谷开来和
吴文康协调重庆有关医院出具了王立军

“存在严重的抑郁状态和抑郁重度发作”
的虚假诊断证明。 2 月 8 日， 薄熙来批
准对外发布王立军接受 “休假式治疗”
的虚假消息。 公诉人指出， 这些行为造
成的后果， 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
公信力的严重质疑， 造成了特别恶劣的
社会影响。

在就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事实进行质

证的过程中， 被告人薄熙来及其辩护人
提出， 王立军、 薄谷开来等证人与薄熙
来存在重大利益冲突 ， 其证言的客观
性、 真实性存在疑问。 薄熙来还表示，
滥用职权行为跟自己无关。

公诉人认为， 王立军当庭证言与庭
前证言一致且与其他证人证言、 书证相
互印证， 真实可靠。

公诉人指出， 一系列证据证实： 薄
熙来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超越职权
和不正确履行职权， 是导致 “11·15 案
件” 不能及时依法查处和王立军叛逃事
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并造成特别恶劣的
社会影响， 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 情节特别严重， 事实清楚， 证
据确实、 充分， 其行为符合我国刑法规
定的滥用职权罪构成要件。

庭审前后

8 月 26 日上午， 控辩双方展开法
庭辩论。 11 时许， 经薄熙来本人同意
聘请的辩护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

师李贵方、 王兆峰开始发表辩护意见。
辩护人说， 被告人在庭前告诉我们， 他
依赖我们， 相信我们， 相信我们的职业
忠诚和职业能力。

庭审结束时， 李贵方在法庭内接受
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他表示， 庭前，
我们依法查阅了全部案卷材料， 复制了
相关证据， 并 20 多次会见被告人， 就
辩护思路等与薄熙来充分交换了意见。
在这几天的庭审中， 我们主要是围绕公
诉人指控的罪名和相关诉讼程序， 进行
辩护。 特别是对被告人和我们认为事实
不清、 证据不充分的一些问题， 我们依
据事实和法律充分发表了辩护意见。 我
们相信， 法庭能够在充分重视和听取辩
护意见的基础上， 依法作出公正裁决。

据记者了解，在案件侦查阶段，办案
人员调查了 97 名相关当事人和知情人
员，掌握了大量证据，并依法告知薄熙来
有权委托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
提讯了被告人，既注意收集有罪供述，也
对其合理辩解依法研究认定。 检察机关
依法告知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安排专
人为辩护人查阅案卷提供了帮助。

薄熙来受贿 、 贪污 、 滥用职权一
案 ， 由济南市人民检察院于今年 7 月
25 日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 组成合议庭， 向
被告人及时送达起诉书副本， 告知了相
关诉讼权利。 依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
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 8 月 14 日 ，
合议庭组织公诉人、 被告人、 辩护人召
开庭前会议， 就案件的管辖、 回避、 公
开审理、 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调取新的
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
题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 听取意见。 8
月 18 日，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就
公开开庭审理案件的时间、 地点发布公
告， 并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分别送达了
开庭传票和出庭通知。

济南市天桥区居民孔祥英说， 我是
第一次旁听涉及高级别官员案件的法庭

审理。 通过旁听庭审， 我更加深入地了
解了案情。 薄熙来曾经是党的高级领导
干部， 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相信人
民法院一定会作出公正裁决。

（新华社济南 8月 27日电)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
上接第一版 专题民主生活会

上， 领导班子成员要认真进行对照检
查。 自我批评主要看， 是否明确摆出
“四风” 问题， 对群众意见和上级点
明的问题是否逐一检查并作出实事求

是的回应， 是否从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深刻检查剖析问题根源， 是否
提出改进的具体措施。 相互批评主要
看， 班子成员之间是否相互提出批评
意见， 批评是否触及被批评者的主要
问题 ， 是否达到帮助同志 、 增进团
结、 促进工作的目的。

通知明确 ， 要扎实抓好整改落
实， 从自己做起， 从现在改起。 针对
群众反映的问题和专题民主生活会上

查摆出来的问题， 无论是班子的还是
个人的， 都要制定整改任务书、 时间
表， 实行一把手负责制， 扎实整改落
实， 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 对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 要集中治
理。 注重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 完
善党员领导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和畅通

群众诉求反映渠道等制度。
通知提出， 要充分发挥党委 （党

组） 书记的作用。 党委 （党组） 书记要
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组织开好
专题民主生活会。 要统筹谋划， 主持研
究制定专题民主生活会工作方案， 督促
班子成员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并逐一

审阅。 要带头开展谈心活动， 带头开展
自我批评， 带头对班子成员提出批评意
见。 省部级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的对
照检查材料需经中央督导组审阅， 并报
中央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通知要求， 要切实加强督促指导。
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将全程参加联系点

省区党委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上
级党组织派出的督导组要全程参与下级

领导班子的专题民主生活会 ， 强化责
任、 靠前指导、 从严要求， 敢于 “唱黑
脸”、 “当包公”。

通知要求， 要在查摆问题、 开展批
评环节及时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专题
民主生活会时间服从质量， 准备不充分
的， 不急于开会。 没有纳入第一批教育
实践活动的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 要参
照本通知精神， 组织开好 2013 年度党
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上接第一版 要通过活动建立为

民务实清廉长效机制， 针对薄弱环节堵
塞制度漏洞， 健全完善公正司法的制度
机制、 司法便民利民的制度措施和选人
用人机制，从源头上防止不正之风，同时
抓好正面和反面两种典型示范， 对广大
干警进行深刻的警示教育， 使反对 “四

风”的要求成为干警心中的“高压线”。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主持仪

式， 政治部主任徐家新， 审委会专职委
员刘学文、 贺荣、 高憬宏出席仪式， 最
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第四

期全国高、 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轮训班
学员共 280 余人参加仪式。

本报讯 （记者 姚晨奕 通讯员

王 倩） 8 月 21 日， 江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正式启动 “十佳法庭庭长” 评选活
动 ， 在新法制报 、 江西法院网推出专
栏 ， 集中宣传 、 展示全省法院 19 名
“十佳法庭庭长” 候选对象的先进事迹，
期间同步接受社会监督及公众投票。

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充分发挥人民法庭职能作用，展示
广大基层法官良好的精神风貌， 江西高
院决定开展全省法院 “十佳人民法庭庭
长” 评选表彰活动。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

备， 经三级法院层层逐级择优推荐，19
名“十佳法庭庭长”候选对象名单确定，
评选活动进入了集中宣传和投票阶段。

据悉， 活动期间， 社会公众可通过

填写新法制报 8 月 21 日刊登的选票参
与投票； 网络用户可登录江西法院网的
“十佳法庭庭长” 评选活动专题页面投
票； 法院干警可通过全省法院三级专网
的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投票结束后， 评
选委员会将综合公众投票结果和评委意

见， 最终确定江西省 “十佳法庭庭长”
当选者。

江西开展“十佳法庭庭长”评选活动

薄熙来受贿、 贪污、 滥用职权案庭审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