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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贪污数百万 镖头获刑十年
虚开发票吃回扣，将公款采购的购物卡据
为己有并变卖换钱……北京振远护卫中心第
五支队、第一支队原支队长徐文耀任职期间，
丝毫没有“浪费”自己手中的权力，多次以给民
警发福利为由，自己从中敛财，仅仅几年时间
便以各种方式贪污公款共计 332 万余元。然
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最终，徐文耀经人举
报后案发。日前，徐文耀因犯贪污罪被一中院
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0 万元。
与之一起获刑的还有为其虚开发票并给予回
扣的批发市场商贩黄某，黄某因犯贪污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缓刑 2 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 10 万元。
指控：
指控
：
6 年贪污公款 300 余万
今年 53 岁的徐文耀大学文化，案发前是北
京振远护卫中心第五支队、第一支队原支队
长。本案的另一名被告人黄某则是海淀区天
地社区服务中心个体商户，因受徐文耀的牵连
也成了贪污罪的被告人。
检方共指控了徐文耀三项罪行，首先是徐
文耀先后利用担任北京振远护卫中心第五支队、
第一支队支队长的职务便利，于 2010 年至 2013
年期间，
将北京振远护卫中心第五支队、第一支
队公款购买的部分购物卡交由其妻陈某向他人
出售，并将所得钱款人民币 312 万余元予以侵
吞，
大部分用于其家庭和个人的消费支出。
其 次 ，徐 文 耀 还 先 后 利 用 职 务 便 利 ，于
2007 年至 2013 年期间，伙同另一名被告人黄
某，在北京振远护卫中心第五支队、第一支队
向黄某采购水杯等物品的过程中，多次以高于
实际成交价格的方式结算，套取公款人民币共
计 15 万余元，被徐文耀非法占有。
此外，2008 年 8 月，徐文耀在为北京振远护
卫中心第五支队采购服装等物品过程中，以高
于实际成交价格的方式结算，套取公款人民币
5 万余元，并非法占有。
供述：
供述
：
单位福利落入个人腰包
徐文耀到案后供述称，其担任支队长时，
为了给客户和民警发福利，便以开会、过节费
等公务支出的名义采购了“连心卡”、沃尔玛超
市购物卡。每次采购的都比实际发放的数量
多出不少。而这些发剩下的购物卡，则被徐文
耀交给妻子陈某找卡贩子出售，换取的现金用
于支付其家庭的购房款、购买理财产品，还有
日常的个人消费开销。
支队原政委证实支队为答谢客户、给队员
发福利采购过大量沃尔玛超市、
“连心卡”等购
物卡，
“ 采购购物卡金额一般在班子会上说个
大概金额，具体金额和购物卡种类由徐文耀和
财务人员负责”。这些购物卡都是以给保安队
员买食品、劳保用品的名义支出的，以服装、食
品、会务费等名义入账，账面上不会体现采购
购物卡。政委表示，他知道徐文耀每次买卡的
数量比实际需求量多，其也询问过剩下的卡的
去向，徐文耀每次都说是用于给客户公司的其
他人员了。
采购劳保虚开发票敛财
除了在购物卡上动脑筋，徐文耀也没有放
过为单位购买劳保用品时的敛财机会。
徐文耀到案后供述，他在天地批发市场黄
某处为单位采购水杯时，摊主黄某主动提出可
以将水杯零售价和批发价的差额返给其。就这
样，2007 年 6 月至 2013 年 6 月间，徐文耀每年为
单位在黄某处采购一次，
每次结账后，
黄某都会
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将差价返给徐文耀，
少则几千
元，
多的给过5万元左右,一共有15万余元。
而北京振远护卫中心第五支队、第一支队
的财务记录显示，2007 年 6 月至 2013 年 2 月,支
队共从黄某处采购装备 7 次，总计价款 36.318
万元。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采购款，都通过
“返点”的形式进了徐文耀的腰包。
有过这一次的甜头后，徐文耀在次年为支
队采购劳保用品时，
主动提出了
“返点”
的要求。
供货商祝某称，2008 年 8 月，北京振远护卫
中心在他这里采购劳保用品过程中，徐文耀拿
了一张 13 万元的支票，但当时实际的货款只有
8 万元。徐文耀让他按照支票金额开具发票并
提供送货单明细，剩下的 5 万多元以现金的形
式返还给他个人。案发后祝某表示，他知道这
笔钱是支队的公款，是徐文耀让其虚增货款套
出来的，但他为了维护客户关系只能这样做。
作证：
作证
：
商场
“黄牛
黄牛”
”
指认
“大客户
大客户”
”
由于徐文耀的妻子陈某出售的购物卡数
额较大且十分频繁，因此不少同其交易过的卡
贩子都对陈某有着很深的印象。
潘某和母亲一起在长安商场倒卖购物卡
做“黄牛”。据其回忆，2011 年到 2012 年，其从

石景山一个女客户那里收过几次购物卡，
“每
次数额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光我就一共
给过她 100 多万的收卡的款项”，潘某说，由于
交易数额大，她每次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或者汇
款的方式，将购卡款支付给这位女客户，根据
银行卡的交易记录显示，她共计给过这位女客
户 117.75 万元。
另一名“黄牛”杨某从 2009 年开始在百盛
购物中心门前收购、倒卖各种购物卡。据其回
忆，2010 年左右他认识了一个叫陈某的女客
户。当天陈某一次性卖给其 3 万多元的翠微百
货购物卡，二人也因此认识，后来也曾多次交
易。杨某说，二人每次都是先通过电话约好卖
卡的数量、价格和见面的时间地点，一般都是
约在银行见面，一手交卡一手结账。案发后，
据统计，2010 年至 2013 年期间，杨某共和陈某
交易十余次，交易金额共计 194.7 万元。
宣判：
宣判
：
涉案赃款全部退缴获轻判
案 发 后 ，徐 文 耀 的 亲 属 代 为 退 缴 327 万
元 。 法 庭 审 理 期 间, 徐 文 耀 的 亲 属 代 为 退 缴
6.086 万元，
现扣押在案。
检方认为，徐文耀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黄某以侵吞的手段非法
占有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情节严重，二人
均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徐文耀辩称，其将使用公款购买
的部分购物卡予以出售后，将其中部分款项用
于公务支出，且其具有自首情节。黄某则对起
诉书指控其犯罪的事实不持异议。
针对徐文耀认为自己存在自首行为的辩
解意见，法院经查，在案中共北京市公安局纪
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徐文耀
到案前，
办案机关通过群众举报、调取徐文耀及
其妻陈某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对给徐文耀、陈
某汇款的转账人员身份进行核查，
在掌握大量证
据的基础上，
认为徐文耀存在将公款购买的购物
卡出售牟利和收受供货商钱款的犯罪嫌疑，
并将
犯罪线索移送检察机关。因此，
徐文耀不符合自
首的构成要件，
不应认定为自首。
另外，徐文耀虽在庭审中辩解其将部分出
售购物卡所得款项用于公务支出，但无法提供
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法院对该辩护意见不
予支持。
一中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徐文耀身为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伙同
被告人黄某，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二人的行为
均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均应予惩处。检方指控
被告人徐文耀、黄某犯贪污罪的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徐文耀贪污数额特
别巨大，但鉴于其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并退缴全部赃款，可对其从轻处罚。黄某经检
察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可依法对其
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最终，徐文耀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10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0 万元。黄某作为同
案犯，同样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缓刑 2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
律师讲法：
律师讲法
：
黄某构成共犯 徐妻不构成犯罪
本案中，黄某也被法院以贪污罪判刑，但
徐文耀的妻子陈某却没有受到法律处罚，对
此，合川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律师于飞告诉记
者，本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徐文耀所犯贪污
罪的两起犯罪事实当中，
被告人徐文耀身为国家
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占有公共财
物，
被认定为贪污罪是没有异议的。但两起犯罪
事实均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犯罪活动。但法
院最终仅在第二起事实当中，
认定被告人黄某为
贪污罪的从犯，
而没认定陈某犯贪污罪，是有其
法律依据的。
根据《刑法》382 条第三款之规定，与被告
人徐文耀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在
本案第一起事实当中，其妻子陈某虽实际帮助
了被告人将购物卡变现，但该帮助行为系在被
告人徐文耀实际控制、非法占有所在单位的购
物卡后发生的，不构成与被告人徐文耀勾结、
伙同贪污，故不宜认定为贪污罪的共犯。
而第二起案件事实当中，如果没有被告人
黄某的帮助，被告人徐文耀无法实际套取所在
单位的公共财物，无法将套取的公共财物转移
至自己的手中，因此，法院认定其为第二起贪
污犯罪事实的从犯，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虽然
黄某个人并未从中获取赃款，但正是其在多个
环节的协助，被告人徐文耀才得以侵吞公款，
该行为完全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构成贪污
罪共犯的条件，应当以贪污罪的共犯对其定罪
量刑。
据《北京晨报》

真假证言难辨 证据击破谎言
“是我二哥先把我拉倒，压在我身上的，
他的死和我没有关系。”法庭上，虽然刘某一
再否认自己与这起故意伤害案的发生存在
关系，但在大量证据事实面前，刘某的辩解
愈发显得苍白无力。他企图依靠谎言逃避
责任的想法，最终在法槌落下的那一刻彻底
破灭。在这起由房产纠纷所引发的兄弟间
的案件中，最痛苦的莫过于二人的母亲张老
太。就因为一时冲动，导致原本幸福的家庭
瞬间支离破碎。

推倒在地，用脚踹了老二胸口几下。
”
张老太说，当时她还提醒刘某，说老二
心脏本来就不好，千万别踹他，可刘某却没
有停住的意思。
“他踹完，老二就起不来了，
嘴角和手都流血了，我当时在旁边，就上前
拉老四，他把我推开，还用手打了我几个耳
光，把我打晕了，坐在了楼道墙边。
”
审查：
审查
：
证据拨开迷雾 故意伤害被诉

母亲和儿子的说法大相径庭，如果按照
张老太所述，那罪魁祸首无疑就是刘某。此
年少游手好闲 家人未曾抛弃
时，在案的其他证据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参
50 岁的刘某是北京人，从年轻时他就 与抢救的赵医生所作证言，则侧面印证了张
不让家人省心。早在 1988 年，脾气暴躁的 老太的说法。
刘某就因殴打他人和扰乱公共秩序被处以
赵医生说，他在赶到事发现场时，恰巧
过行政拘留处罚。在以后的岁月中，他更是 看到一男子拖着另一男子往电梯口走，他赶
因多次盗窃先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共计有 紧上去要查看，结果发现倒地男子已经没有
15 年都是在高墙内度过的，一直到 2013 年 了呼吸，心脏停止跳动，便立即开始抢救。
获释。这样不堪回首的过往，如果换做普通 抢救 30 多分钟后，患者仍无生命体征，他只
人恐怕对他会“敬而远之”，可毕竟血浓于 得遗憾宣布男子死亡。
“抢救完以后，我就和
水，家人没有放弃刘某，而是为他出狱后的 患者弟弟说明了情况，建议他和他母亲说一
生活筹划。
下，可对方不去和他母亲说，反而让我们去
在刘某服刑期间，母亲张老太家里拆 说，当时我们就觉得可疑。”赵医生表示，因
迁，家里其余 5 个子女都分到房子，可因为 为按照平时的经验，一般有老人和年轻人在
排行老四的刘某户口不在，所以唯独没有他 场的情况下，怕老人受刺激，都是年轻人和
的房。考虑到刘某的实际情况，大家商量怎 医生了解实情后，再去告诉老人，
“而且家属
么给刘某安个家。最终，张老太拍板将小儿 一般都是将患者放在原地不动，而对方却抱
子老六的一套房给了刘某，希望他出狱后可 患者往电梯里拖，
这点也很奇怪。
”
以安定下来，
回归正常生活。
赵医生还回忆说，当时死者母亲还哭着
但刘某却没能体会到全家人的苦心， 说儿子死得冤。
“老太太不说话，只是哭，我
2015 年年初，他一声不吭地将房子卖了出 就觉得这事有蹊跷，就又查看了一下死者，
去，此举引起一家人的不满。此时刘某的二 发现他左手指有擦伤，口角有血迹，我把死
哥站了出来，找到刘某告诉了他拆迁的前前 者嘴部扒开，
发现嘴里还有伤口。
”
后后，并说道：
“老四，这房子本来没你的份，
事后法医的鉴定也印证了赵医生的怀
你不该卖。如果非要卖也行，起码房款得分 疑，鉴定结论显示，死者颈部软组织大片状
一部分给老六吧。毕竟是老六给你的房，怎 出血，舌骨及甲状软骨骨折，左侧第二肋骨
么也得补偿一下人家。
”
骨折，符合钝性外力作用所致。综合来看，
刘某却不领情，也不相信二哥的话，在 死者是在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
他看来这套房子本来就属于他，自己或卖或 病、陈旧性心肌梗死基础上，在发生打斗、
住有权处理，完全不用去问别人的意见。为 颈胸部受外伤、情绪激动等因素诱发下，致
了搞清楚房子的归属，2015 年 11 月 25 日，刘 急性心肌缺血，造成循环、呼吸功能衰竭死
某来到母亲张老太家里要个说法，恰巧此时 亡。
刘某二哥也在家中。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次
在审查了全部证据后，检方最终对刘某
不期而遇竟然酿成一起命案。
提起公诉。检方认为，案发时刘某因故与被
害人发生争执，后刘某在明知对方患有心脏
事发：
事发
：
病的情况下，仍殴打其面部、颈部，后又猛踹
意外还是故意 母子各执一词
已经倒地的被害人胸部数下，导致被害人心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按照刘某在案 脏病发作而死亡。刘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发后所述，当他进屋后便叫二哥和他一起去 致人死亡，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刘某刑事
拆迁办咨询清楚。
“我二哥当时急了，说他不 责任。
去，直奔我来了。我见状掉头走到楼道，我
判决：
判决
：
妈拽住我不想让我走，然后我二哥就冲出来
检方指控成立 一审获刑 15 年
给我拉倒了，之后我妈也压到我身上，两人
一起压住我。紧接着二哥突然像被电击似
站在法庭上的刘某对起诉书指控的事
的弹出去了，
平躺在地了。
”
实和罪名均表示异议，一口咬定二哥的死与
刘某说，他看到后赶紧跑了过去抱住二 其无关。
“我母亲的证言不可信，我和我二哥
哥，还按了两下对方的胸口。
“我看二哥使劲 的感情特别好，我不可能伤害他。”而刘某辩
倒气，然后我就进屋抱过来一床被子，还给 护人的辩护意见也是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
他垫上了，之后打了 120 让他们过来。”刘某 足，刘某应该无罪。但在检方出示的大量证
称，120 来后进行了抢救，大约过了 10 分钟 据面前，刘某低头不语了。本想凭借着自己
医生说人已经抢救不过来了，之后他便报警 编造的事实就能逃脱法律制裁，刘某未免过
了。
于天真。
“我知道几年前我二哥做过心脏支架手
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刘某所提被害人
术，还有糖尿病。我和他是兄弟里面最好 死亡与其没有关系的辩解，经查，认定刘某
的，我和我母亲关系也非常好，虽然最近因 故意伤害被害人的事实,有证人证言、书证、
为一些事情我有些不满意的地方，但当天在 鉴定意见、勘验笔录、视听资料等证据予以
我妈家，我没有过激的言语和行为。”刘某 证明,刘某的辩解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
说。
院不予采纳。
如果像刘某所说的这样，那他二哥的死
法院认为，刘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
亡似乎确实是一场意外，与刘某没有关系。 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
不过一起案件的事实，要结合多方证据，综 惩处。检方指控刘某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
合加以评判。而刘某的母亲张老太，却道出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指控的罪名成立。
了与刘某所述完全相反的情节。
鉴于刘某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
张老太说，刘某找到家里来时，是老二 刑，刑罚执行完毕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
开的门，老四一进屋就跟老二说：
“跟我去乡 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
里说说房子的事”，接着老四情绪激动起 对其从重处罚。但鉴于刘某案发后拨打
来。老二一面呵斥弟弟，一面让母亲躲开。 120 对被害人予以救治，并拨打 110 报警等
此时老四上来拽着老二的衣服，两人走进楼 情节，可依法对其酌予从轻处罚。最终，法
道里，厮打在一起。
“ 两人一会儿你骑我身 院一审判处刘某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
上，一会儿我骑你身上的，我上去也推不开， 权利 3 年。
两人互相打着就站起来了，后来老四将老二
据《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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