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6 封底
2020年5月12日 星期二 编辑：赵丽萍 美编：陈华 组版：李建民

看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报料电话：（0531）85193700 13869196706 欢迎扫描上方二维码下载齐鲁壹点 600多位在线记者等你报料
报纸发行：（0531）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0531）85196150 85196552 85196557 差错投诉：（0531）85193700 发行投诉：4001176556（0531）85196527 邮政投递投诉：11185 全省统一零售价：1元

刊号：CN37-0003 邮发：23-55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01081号 地址：济南泺源大街2号 大众传媒大厦 邮编：250014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退休不到一年落马

落马一年多的时间，出
庭受审的赵正永已经满头白
发。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
分院指控：2003年至2018年，
被告人赵正永利用担任中共
陕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副书
记、代省长、省长、中共陕西
省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
揽、职务晋升、工作调动、企
业经营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单独或者伙同其妻等人非法
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
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 . 17
亿余元。其中2 . 91亿余元尚
未实际取得，属于犯罪未遂。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
了相关证据，被告人赵正永
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
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
发表了意见，赵正永进行了
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
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
闻记者及各界群众数十人旁
听了庭审。

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
庭，择期宣判。

公开履历显示，赵正永
生于1951年3月，安徽马鞍山
人。早年在马鞍山钢铁公司
工作，走上仕途后历任马鞍
山团市委书记、马鞍山市委
副书记、黄山市委书记、安徽
省公安厅厅长、安徽省委政
法委书记等职。

2001年6月，赵正永调任
陕西省委常委，自此在陕西
工作15年之久。其中2010年6
月至2016年3月，历任代省
长、省长、省委书记。2016年4
月，赵正永年满65岁卸任省
委书记，到全国人大内务司
法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
2018年3月全国人大换届后，
赵正永彻底退休，但不满一
年即告落马。

有“惧内”的名声

赵正永的妻子孙建辉是
其家族贪腐案的重要参与
者，知情人士称，赵正永与孙
建辉同为安徽马鞍山人。孙
建辉的父亲祖籍河北，作为
南下干部举家迁至马鞍山。
而赵正永出身矿工家庭。借
这桩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的
联姻，赵正永早期在官场受
其岳父与南下干部圈诸多照
顾。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孙
建辉在家中拥有很大话语
权，赵正永因此也有“惧内”
的名声。

另据报道，孙建辉是赵
氏家族贪腐的重要角色。她
个子不高，性格很强势，擅权
干政，喜欢差使赵正永的手
下人，染指陕西的能源、地产
项目敛财，赵家的数只“白手
套”和代理人都与孙建辉有
联系。

“两面人”“两面派”

就在赵正永退休4个月
后，2018年7月，由中央牵头
整治秦岭北麓违规建别墅问
题的大幕，正式揭开。2019年
1月9日晚，中央电视台播放
《一抓到底正风纪》新闻专题
片，回顾了整个秦岭违建整
治始末。

敛财超7亿
刷新纪录

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受审

据天津一中院消息，2020年5月11日，天
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原副主任
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受贿一案。

69岁的赵正永是2019年官方确认落马的
首名正省级官员。根据指控，2003年至2018年，
赵正永在陕西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单独或者伙同其妻等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
折合人民币7 . 17亿余元。其中2 . 91亿余元尚未
实际取得，属于犯罪未遂。

在专题片中，有多名领
导干部出镜，谈到了陕西“时
任省委主要领导”。

片中称，接到中央关于
秦岭违建的批示后，“时任陕
西省委主要领导没有在省委
常委会上进行传达学习，也
没有进行专题研究，只是简
单地批示省委督查室会同西
安市委尽快查清、向中央报
送材料。”

此时，陕西省委书记正
是赵正永。

节目播出6天后，2019年
1月1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发布消息：陕西省委原
书记赵正永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据媒体指出，赵正永落马
前最后一次露脸，是在2018
年7月初参访长安香积寺，当
地人都说“去过香积寺，平安
又无事”。

更讽刺的是，赵正永在
2014年3月还曾发表署名文
章，大谈“杜绝在贯彻中央决
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
变通”，甚至还写“无论制定
的目标多么宏伟，给出的承
诺多么诱人，如果说而不做、
决而不行、抓而不紧，就等于
零”。

今年1月4日，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全
国人大原内务司法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陕西省委原书记
赵正永，陕西省政府原党组
成员、副省长陈国强二人因
严重违纪违法受到严肃处
理。细读处分消息可以看出，
对二人的审查调查都是首先
从政治纪律查起，对赵正永
的处分消息更鲜明指出其是
典型的“两面人”“两面派”。

有2 . 91亿还没到手

此案中一个细节值得关
注，即这7亿中，有2 . 91亿余
元尚未实际取得，属于犯罪
未遂。

刑法规定，已经着手实
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
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
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
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

赵正永并非十八大后首
个有“未遂”情节的“老虎”。

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
（获刑15年）敛财超4000万，
部分受贿系未遂。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
主任魏民洲（获刑无期）敛财
1 . 09亿，其中有2000万元属
于受贿未遂。

江西省原副省长李贻煌
（获刑18年）被指敛财5119
万，其中3546万余元系未遂。
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
虞海燕（获刑15年）敛财6563
万，其中收受都建明贿赂款
中部分系犯罪未遂。

吉林省政协原副主席王
尔智（获刑14年）敛财5072
万，其中收受800万元债权系
未遂。

另外，敛财2 . 758亿、被
判无期的安徽省委原常委、
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也存
在未遂情节。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 郭春雨 综合《瞭望》新
闻周刊、央视新闻、北青报、
财新网等

从敛财数额上来看，赵正永敛财超7亿，这
一数字刷新了纪录。

在赵正永之前，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邢云是十八大后敛财最多的“老虎”。
019年12月，邢云因受贿罪被判死缓，在其死刑
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
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据法院查明，邢云敛财始于1996年。从1996
年至2017年，邢云用了21年，敛财4 . 49亿余元。赵
正永敛财的跨度，是15年。

十八大后打虎不断，一批落马贪官被法院查
明受贿超亿元，但像赵正永这么多的还从未有过。
这些贪官最终获刑无期甚至是死缓（张越除外），
其中邢云、白恩培被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邢云（受
贿4 .49亿）：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安徽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陈树隆（受贿超
2 . 7亿）：无期。

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受贿超2 . 46亿）：
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受贿超1 . 7亿）：无
期。

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受贿

超1 . 56亿）：15年。
国家统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保安（受贿

1 . 53亿）：无期。
浙江宁波原市长卢子跃（受贿超1 . 47亿）：

无期。
辽宁省委原书记王珉（受贿超1 . 46亿）：无

期。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受贿超1 . 4亿）：

死缓。
中央政法委原书记周永康（受贿超1 . 29

亿）：无期。
河南省委原常委、洛阳市委原书记陈雪枫

（受贿1 . 25亿）：无期。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受贿

超1 . 23亿）：无期。
江西省委原书记苏荣（受贿超1 . 16亿）：无

期。
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受贿超1 . 14

亿）：无期。
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

（受贿超1 . 11亿）：无期。
青海省委原常委、西宁市委原书记毛小兵

（受贿超1 . 04亿）：无期。

十八大后被查的受贿超亿元“老虎”

葛新闻延伸

5月11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赵正永受贿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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