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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虎国际平台]中国贪官意外“露陷”的典型案例丝晨 发表在 大视界
中国赃官不测“露陷”的典型案例丝晨 揭晓在 大视界 华声论坛 http://bbull cra 中国的贪污和反贪
污中有一个怪情景，许多贪污案件并非由警方，反凋射部门等查进去的，而是相当一部份不测“露
陷”的。二奶反目，小偷被抓，奸商败露等都成了招致赃官露馅的渠道，据此前相关部门公布的资
料，海洋赃官有60%-70%是遵循群众告发查处的。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日前，有网友对中共赃
官落马的各种袒露路线稍做总结，竟然高达24种。“离”进去的： 河南省驻马店市某乡党委书记张
学峰当了官以还，在外包养情妇，为到达与情妇结婚的目标，刚毅要与妻子离婚。其妻一怒之下拿
着一张52万元的存折到检察机关告发。张学峰后被判处死刑，发表。缓期二年推广。“偷”进去的
： 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被小偷把裤子偷去，拿走内中的现金后又扔掉了。两个小学生
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在例行搜检时发掘，裤子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
单。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纪检部门觉得这一放款数额与胡小我支出显然不符，随即展开考察并
“双规”。 “杀”进去的：2000年6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副市长林礼深的夫人李某在家中被害，警
察在现场不测地发掘床上的枕头里藏有大批存单、存折，合计百万元。你知道贪官。此事最终把林
礼深“挖”了进去。“炸”进去的： 陕西延安市的油矿丰源公司副总经理郑大平，在2001岁首该公
司的总经理调走后，官意。他为了能够坐上总经理的宝座，拿出他的杀手锏。在一次主管单位召开
的会议上，恐吓说如他当不上总经理，就要炸毁油田，从而被警方负责。发表在。侦察机关以此为
打破口，查出其贪污公款324万余元，被本地称为“延安第一贪”。 “绑”进去的： 河南省焦作市
化电团体供给处原处长柴本福被绑架，绑匪要价50万元，柴的家人先拿出50万元存折、后取出50万
元现金将其赎回，却不报案，并勉力遮掩遮挡掩瞒柴被绑架的事实。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这一
变态情景惹起了检察机关的关注。后柴本福因纳贿罪和巨额资产原因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烧”进去的： 1998年10月10日晚，湖南省香烟大王黄大康的“干女儿”被人杀害，你知道淮安市
公安局干部调整。并被焚尸。黄大康哀痛之余赶快报警。警方举行现场勘查时，捡到一本其“干女
儿”的日记，日记中记载了两人不刚直的关联及黄贪污纳贿的一笔笔黑幕生意业务。在事实和证据
眼前，黄大康不得不交代了自身的违法勾当。“捡”进去的： 大连市一个财务搜检团对该市某工业
品公司查账后，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由于该公司假账做得浑然一体，搜检团类似以为账目一般
，就在执笔人当场填写搜检通知单时，通知单不慎掉在了地上。执笔人去捡时，无意间从写字台下
捡到一张纸条，下面是25万元的欠据和欠款人的签押，再细找，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又从写字
台下捡到两张欠据，3张合计64.5万元。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于是，该公司相关人员贪污、挪用
、纳贿108万元的坐法事实露出了马脚。 “诈”进去的： 广西横州镇两名装置电器工人在该镇一家
卡拉OK厅捡到一个公文包，内有现金4000元、存折等有价证券价值达180多万元，他们经过包内证
件发掘失主是横县财政局总会计师林某，于是二人密谋讹诈。但是林总却没有把他二人放在眼里
，而是到公安局报案，终局被抓进去的，除了那两名讹诈者外，还多了个贪污犯林某。“找”进去
的：学习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 1999年8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率团到云南出席世博会江西馆
开馆剪彩，其后便不知去向。碰巧相关部门有急事找他，但是找遍昆明也没能找到他。你看发表在
。这一极端不一般的情景惹起了相关部门细致，进一步查找发掘，胡已用假身份证入住广州市中国
大酒店和情妇幽会。深查上去胡案遂发。“震”进去的： 1999年3月5日，四川省达川市盛传要地震
，该市教委计财股股长邱盛池连夜匆忙打点财物，携带一批放款单和金银首饰外出逃命，恐慌之中

却把存单丢了。终局，听听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真正的地震没有产生，邱的“地震”却降临了
，他开具大把大额挂失证明挂失时，惹起了检察机关心疑并露馅。 “嫖”进去的：2000年9月24日
，浙江公安机关陈设了一次强大作为，大视界。去抓捕在舟山海域屡次处置走私坐法活动的董欣束
等人。次日清晨，公安人员敲开宁波经贸花园董欣束别墅的大门，董已闻讯溜走，却不测地抓到正
在嫖娼的舟山海关关长陈立钧，遂将陈立钧交浙江省纪委打点。不久，陈立钧被移送至舟山市检察
院立案侦查。 “笑”进去的： 湖北省巴东县原领土资源局矿产管理股原股长彭侠，大肆贪污索贿
，一年半时间就狂妄敛财54万元，创下了该县“小官大贪”的凋射之最。平台。该赃官事发于酒桌
趣闻，一名检察官在过年小聚中无意听到彭侠赌博、嫖娼和养情人等桃色故事，众人哄笑不已，遂
惹起狐疑。想知道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2004年3月18日，巴东县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对彭侠立案
侦查。2004年底，彭侠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跪”进去的：对于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
2004年6月，一篇题为《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在各大网站上撒播。该
文详述了李信涉嫌贪污、纳贿、绑架、存心妨害等违法违纪行为，还附罕有张李信向告发人李玉春
下跪的照片。检察机关介入后，查出李信有收受、索要贿赂400余万元等事实，对于淮安市公安局干
部调整。将李拘押。“病”进去的： 湖南湘西自治州原副州长彭善文，早在保靖县当县长的时候就
养了个情人，并生有一个小孩。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不料，天有不测风云。2003年4月，彭善文
的非婚生子患了重病，住院调治时代露出了“马脚”。你知道[亚虎国际平台]中国贪官意外“露陷
”的典型案例丝晨。于是，有人向湖南省纪委举行告发。省纪委在考察彭养情妇和非婚生小孩的
“经费”原因时，查出其收纳贿赂已达数十万元，意外。将案件移送给湖南省检察院。检察院查出
彭善文总纳贿36次计121.16万元，将其逍遥法外。 “示”进去的： 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仇桥镇原党
委副书记杨顺江，其“贪绩”始发于拟拔擢公示时代。学习大视界。2001年12月，杨顺江出席楚州
区卫生局局长公然竞选，得到提名，在组织部门公示时，被群众告发露出原形。因犯贪污、纳贿、
虚开增值税公用发票罪，杨于2002年7月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学”进去的： 辽宁省辽阳市公安
局原副局长富龙曾在“严打”中屡次建功，2004年底却被判了无期徒刑。本来，淮安市公安局干部
调整。富龙的同乡、民营企业主吕宗大强奸幼女被抓获。富龙收了30万元贿赂，主动“操作”对吕
“援救”，对比一下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经过“技术打点”，使吕在看守所没住几天便逍遥法
外。随后，富龙也学吕宗大去“玩”处女。此事惹起民愤，人们纷繁写信上书，吕宗大案件实情败
露，富龙也因“螃蟹”牵手而锒铛入狱。 “滑”进去的：听听[亚虎国际平台]中国贪官意外“露陷
”的典型案例丝晨。 2004年8月，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长排村的一堵挡土墙因山体滑坡而倒塌，一对
湘籍母子在事故中身亡。市相关部门接到群众告发后考察，事故诱因之一是罗湖公安分局体例的三
名中层群众违规建私房，受私房地基影响变成山体滑坡。而私房资金原因于原派出所的“小金库
”，由此，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安惠君作为原局长也东窗事发。 “写”进去的： 原淮北矿务局
林业处处长兼安徽金蟾团体无限负担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尹西才，因动用公款420万元为自身买厂被
拘押。有一天他在狱中写了一张暗语纸片，欲望经过知情人转告其宅眷。侦查人员摸索这张卡片
，发掘下面所写的东西可以在暗示什么。推理认定是尹西才在告知其妻子打点上海方面的资产。干
警追踪到上海，看着视界。果真发掘了尹家租用的上海某银行的家庭资产安全箱，内有现金存单百
姓币1300余万元、美元66.8万多元，其实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还有首饰、房产契据等，其来历不
明的巨额资产大白于天下。 “诉”进去的： 河南省安阳市原劳动局局长孙秀奇，于2001年6月被情
妇马某以严重“违约”为由诉上了法庭。马某在起诉书中说：孙与其以夫妻表面同居生活多年，生
有一男一女，马还提供了一份孙秀奇必需于2000年10月1日与其结婚、如不结婚赔偿其200万元的协
议。该民事案惹起相关部门的关注。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经查，1995年1月至2001年岁首，学习
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孙在林州市任首要教导职务时代，诳骗职务之便，先后37次收受、讨取别
人贿赂合计百姓币24.88万元。孙秀奇终被法院判刑11年。 “骗”进去的：听听国际。 江苏省镇江市

原市委副书记陈耀南，想在调整市级教导班子时“就地扶正”，恰遇侯万清等几个骗子假充高层机
关事务人员设“卖官”局。于是，陈及知音仓皇索贿“筹资”屡次赴京买官，陈还负责预备了小我
简历等原料亲身赴京间接向“首长”汇报，侯万清等骗子因涉嫌诈骗罪落网后，陈耀南也因买官受
愚入狱。末了的终局是，他以132万元百姓币、4万美元的低价买了个空兴奋，法院以纳贿罪、巨额
资产原因不明罪，判处其无期徒刑。看看中国。 “牵”进去的：江西省德兴市无业女青年程银香自
称是国度某教导人的私生女，和德兴市原市委书记吴祖国的关联“不凡是”。她打着吴祖国的旌旗
各处招摇撞骗，吴祖国听后责令严查。随着案件的长远考察，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原德兴市公
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舒影静因私设小金库百万余元败露，由舒影静一案又牵涉到原德兴市公安局
局长，时任弋阳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邵亚军纳贿，最终吴祖国因收受邵亚军的贿赂而浮
出水面。“抖”进去的： 2004年岁暮，四川省绵阳市原市委书记黄学玖因在交通闯事中找人顶包而
受查处。案例。2003年10月22日早晨8时，黄学玖驾车撞人致死，当即逃离现场，过后又找人顶包。
时隔4个月之后，因一名交警酒后驾车闯事撞死3名、撞伤1名小学生的事故，社会反映激烈，黄学玖
不得不央求条件相关部门“肃静严厉打点”，这名交警不佩服，我不知道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
便把黄的“顶包”案抖??”题目。 “逃”进去的： 2004年3月1日，对比一下典型。陕西省南郑县阳
春镇原党委书记刘贵正猛然“奥秘失落”，他寄给妻子的“遗书”中，自曝其挪用巨额公款赌博而
“欲上峨眉山自行了断”。刘因打白条“取”公款90余万一切输光而逃匿，40余天后在青海省西宁
市落网。“藏（藏存折）”进去的：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科技局原局长院卫戍搬家时将47万元
存折遗忘在旧房子里，被民工拆房经过中不测发掘。检察机关由此顺藤摸瓜，查出他的不明资产达
400多万元，被检察机关移送检察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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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贪污和反贪污中有一个怪现象，许多贪污案件并非由警方， 反腐败部门等查出来的，而是相
当一部份意外"露陷"的。二奶反目，小偷被抓，奸商败露等都成了导致贪官露馅的渠道，据此前有
关部门公布的资料，大陆贪官有60%-70%是根据群众举报查处的。日前， 有网友对中共贪官落马的
各种暴露途径稍做总结，竟然高达24种。"离"出来的：河南省驻马店市某乡党委书记张学峰当了官
以后，在外包养情妇， 为达到与情妇结婚的目的，坚决要与妻子离婚。其妻一怒之下拿着一张52万
元的存折到检察机关举报。 张学峰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偷"出来的：原贵州省长顺县政
协副主席胡方瑜被小偷把裤子偷去， 拿走里面的现金后又扔掉了。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
公安局。公安人员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裤 子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单。纪检部门觉得
这一存款数额与胡个人收入明显不符，随即展开调查并 "双规"。"杀"出来的：2000年6月8日， 海南省
万宁市副市长林礼深的夫人李某在家中被害， 警察在现场意外地发现床上的枕头里藏有大量存单、
存折，共计百万元。此事最终把林礼深"挖"了出来。"炸"出来的：陕 西延安市的油矿丰源公司副总经
理郑大平， 在2001年初该公司的总经理调走后， 他为了能够坐上总经理的宝座，拿出他的杀手锏。
在一次主管单位召开的会议上，威胁说如他当不上总经理，就要炸毁油田，从而被警方控制。 侦察
机关以此为突破口，查出其贪污公款324万余元，被当地称为"延安第一贪"。"绑"出来的：河南省焦
作市化电集团供应处原处长柴本福被绑架， 绑匪要价50万元，柴的家人先拿出50万元存折、 后取出
50万元现金将其赎回，却不报案，并竭力隐瞒柴被绑架的事实。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检察机关的关
注。 后柴本福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烧"出来的：1998 年10月10日
晚，湖南省香烟大王黄大康的"干女儿"被人杀害， 并被焚尸。黄大康悲痛之余赶紧报警。警方进行
现场勘查时，捡到一本其"干女儿"的日记， 日记中记载了两人不正当的关系及黄贪污受贿的一笔笔

黑幕交易。在事实和证据面前，黄大康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违法勾当。"捡"出来的：大连市一个财
务检查团对该市某工业品公司查账后， 由于该公司假账做得天衣无缝，检查团一致认为账目正常
，就在执笔人当场填写检查报告单时，报告单不 慎掉在了地上。执笔人去捡时，无意间从写字台下
捡到一张纸条，上面是25万元的欠据和欠款人的签押，再细找， 又从写字台下捡到两张欠据，3张
共计64.5 万元。于是，该公司有关人员贪污、挪用、受贿108万元的犯罪事实露出了马脚。"诈"出来
的：广 西横州镇两名安装电器工人在该镇一家卡拉OK厅捡到一个公文包， 内有现金4000元、存折
等有价证券价值达180多万元，他们通过包内证件发现失主是横县财政局总会计师林某，于是二人密
谋敲诈。 但是林总却没有把他二人放在眼里，而是到公安局报案，结果被抓进去的，除了那两名敲
诈者外，还多了个贪污犯林某。"找"出来的：1999年8月，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率团到云南参加世
博会江西馆开馆剪彩， 其后便不知去向。碰巧有关部门有急事找他，但是找遍昆明也没能找到他。
这一极端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有关部门注意，进一步查找发现， 胡已用假身份证入住广州市中国大
酒店和情妇幽会。深查下去胡案遂发。"震"出来的：1999年3月5日，四川省达川市盛传要地震， 该
市教委计财股股长邱盛池连夜匆忙打点财物，携带一批存款单和金银首饰外出逃命，慌乱之中却把
存单丢 了。结果，真正的地震没有发生，邱的"地震"却来临了，他开具大把大额挂失证明挂失时
，引起了检察机关怀疑并露馅。"嫖"出来的：2000 年9月24日，浙江公安机关部署了一次重大行动，
去抓捕在舟山海域多次从事走私犯罪活动的董欣束等人。次日凌晨，公安人员敲开宁波经贸花园董
欣束别墅的大门，董已闻讯溜走， 却意外地抓到正在***的舟山海关关长陈立钧，遂将陈立钧交浙江
省纪委处理。不久， 陈立钧被移送至舟山市检察院立案侦查。"笑"出来的：湖北省巴东县原国土资
源局矿产管理股原股长彭侠，大肆 贪污索贿，一年半时间就疯狂敛财54万元，创下了该县"小官大贪
"的腐败之最。该贪官事发于酒桌趣闻， 一名检察官在春节小聚中偶尔听到彭侠赌博、***和养情人
等桃色故事，众人哄笑不已，遂引起怀疑。2004年3月18日，巴东县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对彭侠立案
侦查。2004年底，彭侠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跪"出来的：2004 年6月，一篇题为《下跪的副市
长－－ 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在各大网站上流传。该文详述了李信涉嫌贪污、受贿、绑
架、故意伤害等违法违纪行为，还附有数张李信向举报人李玉春下跪的照片。检察机关介入后，查
出李信有收受、索要贿赂400余万元等事实， 将李逮捕。"病"出来的：湖南湘西自治州原副 州长彭善
文， 早在保靖县当县长的时候就养了个情人，并生有一个小孩。不料，天有不测风云。2003年4月
，彭善文的非婚生子患了重病，住院治疗期间露出了"马脚"。于是， 有人向湖南省纪委进行举报。
省纪委在调查彭养情妇和非婚生小孩的"经费"来源时， 查出其收受贿赂已达数十万元，将案件移送
给湖南省检察院。检察院查出彭善文总受贿36次计121.16万元， 将其绳之以法。"示"出来的：江苏省
淮安市楚州区仇桥镇原 党委副书记杨顺江，其"贪绩" 始发于拟提拔公示期间。2001年12月，杨顺江
参加楚州区卫生局局长公开竞选，获得提名，在组织部门公示时，被群众举报露出原形。因犯贪污
、受贿、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杨于2002年7月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学"出来的：辽宁省辽阳
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富龙曾在"严打"中多次 立功， 2004年底却被判了无期徒刑。原来，富龙的同乡、
民营企业主吕宗大强奸幼女被抓获。富龙收了30万元贿赂，积极"操作"对吕"营救"，经过"技术处理
"，使吕在看守所没住几天便逍遥法外。随后，富龙也学吕宗大去"玩"处女。此事引起民愤，人们纷
纷写信上书，吕宗大案件实情败露，富龙也因"螃蟹" 牵手而锒铛入狱。"滑"出来的：2004年8月， 深
圳龙岗区布吉街道长排村的一堵挡土墙因山体滑坡而倒塌， 一对湘籍母子在事故中身亡。市有关部
门接到群众举报后调查，事故诱因之一 是罗湖公安分局系统的三名中层干部违规建私房， 受私房地
基影响造成山体滑坡。而私房资金来源于原派出所的"小金库"，由此，安惠君作为原局长也东窗事
发。"写"出来的：原淮北矿务局林业处处长兼安徽金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尹西才
，因动用公款420万元为自己买厂被逮捕。有一天他在狱中写了一张暗语纸片，希望通过知情人转告
其家属。侦查人员研究这张卡片， 发现上面所写的东西可能在暗示什么。推理认定是尹西才在告知

其妻子处理上海方面的财产。干警追踪到上海，果然发现了尹家租用的上海某银行的家庭财产保险
箱，内有现金存单人民币1300余万元、美元66.8万多元， 还有首饰、房产契据等，其来历不明的巨
额财产大白于天下。"诉"出来的：河 南省安阳市原劳动局局长孙秀奇， 于2001年6月被情妇马某以严
重"违约" 为由诉上了法庭。马某在起诉书中说：孙与其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多年，生有一男一女，
马还提供了一份孙秀奇必须于2000年10月1日与其结婚、如不结婚赔偿其200万元的协议。该民事案
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经查，1995 年1月至2001年年初，孙在林州市任主要领导职务期间，利用职务
之便，先后37次收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4. 88万元。孙秀奇终被法院判刑11 年。"骗"出来的
：江苏省镇江市原市委副书记陈耀南，想在调整市级领导班子时" 就地扶正"，恰遇侯万清等几个骗
子假冒高层机关工作人员设"卖官"局。于是，陈及心腹紧 张索贿"筹资"多次赴京买官， 陈还认真准
备了个人简历等材料亲自赴京直接向"首长"汇报，侯万清等骗子因涉嫌诈骗罪落网后，陈耀南也因
买官受骗入狱。最后的结果是，他以132万元人民币、4万美元的高价买了个空欢喜， 法院以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无期徒刑。"牵"出来的：江 西省德兴市无业女青年程银香自称是国
家某领导人的私生女， 和德兴市原市委书记吴祖国的关系"不一般"。她打着吴祖国的旗号到处招摇
撞骗，吴祖国听后责令严查。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 原德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舒影静因私
设小金库百万余元败露，由舒影静一案又牵涉到原德兴市公安局局长，时任弋阳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公安局局长邵亚军受贿，最终吴祖国因收受邵亚军的贿赂而浮出水面。"抖"出来的：2004年岁暮
，四川省绵阳市原市委书记黄学玖因在交通肇事中找人顶 包而受查处。2003年10月22日晚上8时， 黄
学玖驾车撞人致死，当即逃离现场，事后又找人顶包。时隔4个月之后，因一名交警酒后驾车肇事撞
死3名、撞伤1名小学生的事故， 社会反映强烈，黄学玖不得不要求相关部门"严肃处理"，这名交警
不服气，便把黄的"顶包"案抖??" 问题。"逃"出来的：2004年3月1日，陕西省南郑县阳春镇原党委书记
刘贵正突然" 神秘失踪"，他寄给妻子的"遗书"中，自曝其挪用巨额公款赌博而"欲上峨眉山自行了断
"。刘因打白条" 取"公款90余万全部输光而逃匿，40余天后在青海省西宁市落网。"藏（藏存折）"出
来的：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科技局原局长院保卫搬家时将47万元存折 遗忘在旧房子里，被民工
拆房过程中意外发现。检察机关由此顺藤摸瓜，查出他的不明财产达400多万元， 被检察机关移送
审查起诉。中国的贪污和反贪污中有一个怪现象，许多贪污案件并非由警方，反腐败部门等查出来
的，而是相当一部份意外“露陷”的。二奶反目，小偷被抓，奸商败露等都成了导致贪官露馅的渠
道，据此前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大陆贪官有60%-70%是根据群众举报查处的。日前，有网友对中
共贪官落马的各种暴露途径稍做总结，竟然高达24种。“离”出来的：河南省驻马店市某乡党委书
记张学峰当了官以后，在外包养情妇，为达到与情妇结婚的目的，坚决要与妻子离婚。其妻一怒之
下拿着一张52万元的存折到检察机关举报。张学峰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偷”出来的
：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被小偷把裤子偷去，拿走里面的现金后又扔掉了。两个小学生
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裤子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
单。纪检部门觉得这一存款数额与胡个人收入明显不符，随即展开调查并“双规”。“杀”出来的
：2000年6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副市长林礼深的夫人李某在家中被害，警察在现场意外地发现床上
的枕头里藏有大量存单、存折，共计百万元。此事最终把林礼深“挖”了出来。“炸”出来的：陕
西延安市的油矿丰源公司副总经理郑大平，在2001年初该公司的总经理调走后，他为了能够坐上总
经理的宝座，拿出他的杀手锏。在一次主管单位召开的会议上，威胁说如他当不上总经理，就要炸
毁油田，从而被警方控制。侦察机关以此为突破口，查出其贪污公款324万余元，被当地称为“延安
第一贪”。“绑”出来的：河南省焦作市化电集团供应处原处长柴本福被绑架，绑匪要价50万元
，柴的家人先拿出50万元存折、后取出50万元现金将其赎回，却不报案，并竭力隐瞒柴被绑架的事
实。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检察机关的关注。后柴本福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七年。“烧”出来的：1998年10月10日晚，湖南省香烟大王黄大康的“干女儿”被人杀害，并被

焚尸。黄大康悲痛之余赶紧报警。警方进行现场勘查时，捡到一本其“干女儿”的日记，日记中记
载了两人不正当的关系及黄贪污受贿的一笔笔黑幕交易。在事实和证据面前，黄大康不得不交代了
自己的违法勾当。“捡”出来的：大连市一个财务检查团对该市某工业品公司查账后，由于该公司
假账做得天衣无缝，检查团一致认为账目正常，就在执笔人当场填写检查报告单时，报告单不慎掉
在了地上。执笔人去捡时，无意间从写字台下捡到一张纸条，上面是25万元的欠据和欠款人的签押
，再细找，又从写字台下捡到两张欠据，3张共计64.5万元。于是，该公司有关人员贪污、挪用、受
贿108万元的犯罪事实露出了马脚。“诈”出来的：广西横州镇两名安装电器工人在该镇一家卡拉
OK厅捡到一个公文包，内有现金4000元、存折等有价证券价值达180多万元，他们通过包内证件发
现失主是横县财政局总会计师林某，于是二人密谋敲诈。但是林总却没有把他二人放在眼里，而是
到公安局报案，结果被抓进去的，除了那两名敲诈者外，还多了个贪污犯林某。“找”出来的
：1999年8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率团到云南参加世博会江西馆开馆剪彩，其后便不知去向。碰
巧有关部门有急事找他，但是找遍昆明也没能找到他。这一极端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有关部门注意
，进一步查找发现，胡已用假身份证入住广州市中国大酒店和情妇幽会。深查下去胡案遂发。“震
”出来的：1999年3月5日，四川省达川市盛传要地震，该市教委计财股股长邱盛池连夜匆忙打点财
物，携带一批存款单和金银首饰外出逃命，慌乱之中却把存单丢了。结果，真正的地震没有发生
，邱的“地震”却来临了，他开具大把大额挂失证明挂失时，引起了检察机关怀疑并露馅。“嫖
”出来的：2000年9月24日，浙江公安机关部署了一次重大行动，去抓捕在舟山海域多次从事走私犯
罪活动的董欣束等人。次日凌晨，公安人员敲开宁波经贸花园董欣束别墅的大门，董已闻讯溜走
，却意外地抓到正在嫖娼的舟山海关关长陈立钧，遂将陈立钧交浙江省纪委处理。不久，陈立钧被
移送至舟山市检察院立案侦查。“笑”出来的：湖北省巴东县原国土资源局矿产管理股原股长彭侠
，大肆贪污索贿，一年半时间就疯狂敛财54万元，创下了该县“小官大贪”的腐败之最。该贪官事
发于酒桌趣闻，一名检察官在春节小聚中偶尔听到彭侠赌博、嫖娼和养情人等桃色故事，众人哄笑
不已，遂引起怀疑。2004年3月18日，巴东县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对彭侠立案侦查。2004年底，彭侠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跪”出来的：2004年6月，一篇题为《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
副市长李信丑行录》在各大网站上流传。该文详述了李信涉嫌贪污、受贿、绑架、故意伤害等违法
违纪行为，还附有数张李信向举报人李玉春下跪的照片。检察机关介入后，查出李信有收受、索要
贿赂400余万元等事实，将李逮捕。“病”出来的：湖南湘西自治州原副州长彭善文，早在保靖县当
县长的时候就养了个情人，并生有一个小孩。不料，天有不测风云。2003年4月，彭善文的非婚生子
患了重病，住院治疗期间露出了“马脚”。于是，有人向湖南省纪委进行举报。省纪委在调查彭养
情妇和非婚生小孩的“经费”来源时，查出其收受贿赂已达数十万元，将案件移送给湖南省检察院
。检察院查出彭善文总受贿36次计121.16万元，将其绳之以法。“示”出来的：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
仇桥镇原党委副书记杨顺江，其“贪绩”始发于拟提拔公示期间。2001年12月，杨顺江参加楚州区
卫生局局长公开竞选，获得提名，在组织部门公示时，被群众举报露出原形。因犯贪污、受贿、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杨于2002年7月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学”出来的：辽宁省辽阳市公安局
原副局长富龙曾在“严打”中多次立功，2004年底却被判了无期徒刑。原来，富龙的同乡、民营企
业主吕宗大强奸幼女被抓获。富龙收了30万元贿赂，积极“操作”对吕“营救”，经过“技术处理
”，使吕在看守所没住几天便逍遥法外。随后，富龙也学吕宗大去“玩”处女。此事引起民愤，人
们纷纷写信上书，吕宗大案件实情败露，富龙也因“螃蟹”牵手而锒铛入狱。“滑”出来的
：2004年8月，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长排村的一堵挡土墙因山体滑坡而倒塌，一对湘籍母子在事故中
身亡。市有关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后调查，事故诱因之一是罗湖公安分局系统的三名中层干部违规建
私房，受私房地基影响造成山体滑坡。而私房资金来源于原派出所的“小金库”，由此，安惠君作
为原局长也东窗事发。“写”出来的：原淮北矿务局林业处处长兼安徽金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尹西才，因动用公款420万元为自己买厂被逮捕。有一天他在狱中写了一张暗语纸片，希
望通过知情人转告其家属。侦查人员研究这张卡片，发现上面所写的东西可能在暗示什么。推理认
定是尹西才在告知其妻子处理上海方面的财产。干警追踪到上海，果然发现了尹家租用的上海某银
行的家庭财产保险箱，内有现金存单人民币1300余万元、美元66.8万多元，还有首饰、房产契据等
，其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大白于天下。“诉”出来的：河南省安阳市原劳动局局长孙秀奇，于
2001年6月被情妇马某以严重“违约”为由诉上了法庭。马某在起诉书中说：孙与其以夫妻名义同居
生活多年，生有一男一女，马还提供了一份孙秀奇必须于2000年10月1日与其结婚、如不结婚赔偿其
200万元的协议。该民事案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经查，1995年1月至2001年年初，孙在林州市任主要
领导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37次收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4.88万元。孙秀奇终被法
院判刑11年。“骗”出来的：江苏省镇江市原市委副书记陈耀南，想在调整市级领导班子时“就地
扶正”，恰遇侯万清等几个骗子假冒高层机关工作人员设“卖官”局。于是，陈及心腹紧张索贿
“筹资”多次赴京买官，陈还认真准备了个人简历等材料亲自赴京直接向“首长”汇报，侯万清等
骗子因涉嫌诈骗罪落网后，陈耀南也因买官受骗入狱。最后的结果是，他以132万元人民币、4万美
元的高价买了个空欢喜，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无期徒刑。“牵”出来的
：江西省德兴市无业女青年程银香自称是国家某领导人的私生女，和德兴市原市委书记吴祖国的关
系“不一般”。她打着吴祖国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吴祖国听后责令严查。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
，原德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舒影静因私设小金库百万余元败露，由舒影静一案又牵涉到原
德兴市公安局局长，时任弋阳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邵亚军受贿，最终吴祖国因收受邵亚
军的贿赂而浮出水面。“抖”出来的：2004年岁暮，四川省绵阳市原市委书记黄学玖因在交通肇事
中找人顶包而受查处。2003年10月22日晚上8时，黄学玖驾车撞人致死，当即逃离现场，事后又找人
顶包。时隔4个月之后，因一名交警酒后驾车肇事撞死3名、撞伤1名小学生的事故，社会反映强烈
，黄学玖不得不要求相关部门“严肃处理”，这名交警不服气，便把黄的“顶包”案抖落出来。
“逃”出来的：2004年3月1日，陕西省南郑县阳春镇原党委书记刘贵正突然“神秘失踪”，他寄给
妻子的“遗书”中，自曝其挪用巨额公款赌博而“欲上峨眉山自行了断”。刘因打白条“取”公款
90余万全部输光而逃匿，40余天后在青海省西宁市落网。“藏”出来的：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
科技局原局长院保卫搬家时将47万元存折遗忘在旧房子里，被民工拆房过程中意外发现。检察机关
由此顺藤摸瓜，查出他的不明财产达400多万元，被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中国贪官意外“露陷
”的典型案例,作者：佚名文章来源：网络文摘点击数：701更新时间：2007-7-19,中国贪官意外“露
陷”的典型案例,中国的贪污和反贪污中有一个怪现象，许多贪污案件并非由警方，反腐败部门等查
出来的，而是相当一部份意外“露陷”的。二奶反目，小偷被抓，奸商败露等都成了导致贪官露馅
的渠道，据此前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大陆贪官有60%-70%是根据群众举报查处的。日前，有网友
对中共贪官落马的各种暴露途径稍做总结，竟然高达24种。“离”出来的：河南省驻马店市某乡党
委书记张学峰当了官以后，在外包养情妇，为达到与情妇结婚的目的，坚决要与妻子离婚。其妻一
怒之下拿着一张52万元的存折到检察机关举报。张学峰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偷”出来
的：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被小偷把裤子偷去，拿走里面的现金后又扔掉了。两个小学
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裤子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
存单。纪检部门觉得这一存款数额与胡个人收入明显不符，随即展开调查并“双规”。“杀”出来
的：2000年6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副市长林礼深的夫人李某在家中被害，警察在现场意外地发现床
上的枕头里藏有大量存单、存折，共计百万元。此事最终把林礼深“挖”了出来。“炸”出来的
：陕西延安市的油矿丰源公司副总经理郑大平，在2001年初该公司的总经理调走后，他为了能够坐
上总经理的宝座，拿出他的杀手锏。在一次主管单位召开的会议上，威胁说如他当不上总经理，就
要炸毁油田，从而被警方控制。侦察机关以此为突破口，查出其贪污公款324万余元，被当地称为

“延安第一贪”。“绑”出来的：河南省焦作市化电集团供应处原处长柴本福被绑架，绑匪要价
50万元，柴的家人先拿出50万元存折、后取出50万元现金将其赎回，却不报案，并竭力隐瞒柴被绑
架的事实。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检察机关的关注。后柴本福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七年。“烧”出来的：1998年10月10日晚，湖南省香烟大王黄大康的“干女儿”被人杀害
，并被焚尸。黄大康悲痛之余赶紧报警。警方进行现场勘查时，捡到一本其“干女儿”的日记，日
记中记载了两人不正当的关系及黄贪污受贿的一笔笔黑幕交易。在事实和证据面前，黄大康不得不
交代了自己的违法勾当。“捡”出来的：大连市一个财务检查团对该市某工业品公司查账后，由于
该公司假账做得天衣无缝，检查团一致认为账目正常，就在执笔人当场填写检查报告单时，报告单
不慎掉在了地上。执笔人去捡时，无意间从写字台下捡到一张纸条，上面是25万元的欠据和欠款人
的签押，再细找，又从写字台下捡到两张欠据，3张共计64.5万元。于是，该公司有关人员贪污、挪
用、受贿108万元的犯罪事实露出了马脚。“诈”出来的：广西横州镇两名安装电器工人在该镇一家
卡拉OK厅捡到一个公文包，内有现金4000元、存折等有价证券价值达180多万元，他们通过包内证
件发现失主是横县财政局总会计师林某，于是二人密谋敲诈。但是林总却没有把他二人放在眼里
，而是到公安局报案，结果被抓进去的，除了那两名敲诈者外，还多了个贪污犯林某。“找”出来
的：1999年8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率团到云南参加世博会江西馆开馆剪彩，其后便不知去向。
碰巧有关部门有急事找他，但是找遍昆明也没能找到他。这一极端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有关部门注
意，进一步查找发现，胡已用假身份证入住广州市中国大酒店和情妇幽会。深查下去胡案遂发。
“震”出来的：1999年3月5日，四川省达川市盛传要地震，该市教委计财股股长邱盛池连夜匆忙打
点财物，携带一批存款单和金银首饰外出逃命，慌乱之中却把存单丢了。结果，真正的地震没有发
生，邱的“地震”却来临了，他开具大把大额挂失证明挂失时，引起了检察机关怀疑并露馅。“嫖
”出来的：2000年9月24日，浙江公安机关部署了一次重大行动，去抓捕在舟山海域多次从事走私犯
罪活动的董欣束等人。次日凌晨，公安人员敲开宁波经贸花园董欣束别墅的大门，董已闻讯溜走
，却意外地抓到正在嫖娼的舟山海关关长陈立钧，遂将陈立钧交浙江省纪委处理。不久，陈立钧被
移送至舟山市检察院立案侦查。“笑”出来的：湖北省巴东县原国土资源局矿产管理股原股长彭侠
，大肆贪污索贿，一年半时间就疯狂敛财54万元，创下了该县“小官大贪”的腐败之最。该贪官事
发于酒桌趣闻，一名检察官在春节小聚中偶尔听到彭侠赌博、嫖娼和养情人等桃色故事，众人哄笑
不已，遂引起怀疑。2004年3月18日，巴东县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对彭侠立案侦查。2004年底，彭侠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跪”出来的：2004年6月，一篇题为《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
副市长李信丑行录》在各大网站上流传。该文详述了李信涉嫌贪污、受贿、绑架、故意伤害等违法
违纪行为，还附有数张李信向举报人李玉春下跪的照片。检察机关介入后，查出李信有收受、索要
贿赂400余万元等事实，将李逮捕。“病”出来的：湖南湘西自治州原副州长彭善文，早在保靖县当
县长的时候就养了个情人，并生有一个小孩。不料，天有不测风云。2003年4月，彭善文的非婚生子
患了重病，住院治疗期间露出了“马脚”。于是，有人向湖南省纪委进行举报。省纪委在调查彭养
情妇和非婚生小孩的“经费”来源时，查出其收受贿赂已达数十万元，将案件移送给湖南省检察院
。检察院查出彭善文总受贿36次计121.16万元，将其绳之以法。“示”出来的：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
仇桥镇原党委副书记杨顺江，其“贪绩”始发于拟提拔公示期间。2001年12月，杨顺江参加楚州区
卫生局局长公开竞选，获得提名，在组织部门公示时，被群众举报露出原形。因犯贪污、受贿、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杨于2002年7月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学”出来的：辽宁省辽阳市公安局
原副局长富龙曾在“严打”中多次立功，2004年底却被判了无期徒刑。原来，富龙的同乡、民营企
业主吕宗大强奸幼女被抓获。富龙收了30万元贿赂，积极“操作”对吕“营救”，经过“技术处理
”，使吕在看守所没住几天便逍遥法外。随后，富龙也学吕宗大去“玩”处女。此事引起民愤，人
们纷纷写信上书，吕宗大案件实情败露，富龙也因“螃蟹”牵手而锒铛入狱。“滑”出来的

：2004年8月，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长排村的一堵挡土墙因山体滑坡而倒塌，一对湘籍母子在事故中
身亡。市有关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后调查，事故诱因之一是罗湖公安分局系统的三名中层干部违规建
私房，受私房地基影响造成山体滑坡。而私房资金来源于原派出所的“小金库”，由此，安惠君作
为原局长也东窗事发。“写”出来的：原淮北矿务局林业处处长兼安徽金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尹西才，因动用公款420万元为自己买厂被逮捕。有一天他在狱中写了一张暗语纸片，希
望通过知情人转告其家属。侦查人员研究这张卡片，发现上面所写的东西可能在暗示什么。推理认
定是尹西才在告知其妻子处理上海方面的财产。干警追踪到上海，果然发现了尹家租用的上海某银
行的家庭财产保险箱，内有现金存单人民币1300余万元、美元66.8万多元，还有首饰、房产契据等
，其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大白于天下。“诉”出来的：河南省安阳市原劳动局局长孙秀奇，于
2001年6月被情妇马某以严重“违约”为由诉上了法庭。马某在起诉书中说：孙与其以夫妻名义同居
生活多年，生有一男一女，马还提供了一份孙秀奇必须于2000年10月1日与其结婚、如不结婚赔偿其
200万元的协议。该民事案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经查，1995年1月至2001年年初，孙在林州市任主要
领导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37次收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4.88万元。孙秀奇终被法
院判刑11年。“骗”出来的：江苏省镇江市原市委副书记陈耀南，想在调整市级领导班子时“就地
扶正”，恰遇侯万清等几个骗子假冒高层机关工作人员设“卖官”局。于是，陈及心腹紧张索贿
“筹资”多次赴京买官，陈还认真准备了个人简历等材料亲自赴京直接向“首长”汇报，侯万清等
骗子因涉嫌诈骗罪落网后，陈耀南也因买官受骗入狱。最后的结果是，他以132万元人民币、4万美
元的高价买了个空欢喜，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无期徒刑。“牵”出来的
：江西省德兴市无业女青年程银香自称是国家某领导人的私生女，和德兴市原市委书记吴祖国的关
系“不一般”。她打着吴祖国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吴祖国听后责令严查。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
，原德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舒影静因私设小金库百万余元败露，由舒影静一案又牵涉到原
德兴市公安局局长，时任弋阳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邵亚军受贿，最终吴祖国因收受邵亚
军的贿赂而浮出水面。“抖”出来的：2004年岁暮，四川省绵阳市原市委书记黄学玖因在交通肇事
中找人顶包而受查处。2003年10月22日晚上8时，黄学玖驾车撞人致死，当即逃离现场，事后又找人
顶包。时隔4个月之后，因一名交警酒后驾车肇事撞死3名、撞伤1名小学生的事故，社会反映强烈
，黄学玖不得不要求相关部门“严肃处理”，这名交警不服气，便把黄的“顶包”案抖??”问题。
“逃”出来的：2004年3月1日，陕西省南郑县阳春镇原党委书记刘贵正突然“神秘失踪”，他寄给
妻子的“遗书”中，自曝其挪用巨额公款赌博而“欲上峨眉山自行了断”。刘因打白条“取”公款
90余万全部输光而逃匿，40余天后在青海省西宁市落网。“藏（藏存折）”出来的：内蒙古自治区
乌拉特前旗科技局原局长院保卫搬家时将47万元存折遗忘在旧房子里，被民工拆房过程中意外发现
。检察机关由此顺藤摸瓜，查出他的不明财产达400多万元，被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滑”出
来的：2004年8月？许多贪污案件并非由警方…还多了个贪污犯林某，上面是25万元的欠据和欠款人
的签押， 有人向湖南省纪委进行举报。该文详述了李信涉嫌贪污、受贿、绑架、故意伤害等违法违
纪行为；便把黄的“顶包”案抖，引起了检察机关怀疑并露馅：1995年1月至2001年年初，竟还藏有
4张大额存单，该公司有关人员贪污、挪用、受贿108万元的犯罪事实露出了马脚。查出其贪污公款
324万余元："滑"出来的：2004年8月：孙在林州市任主要领导职务期间，在组织部门公示时，威胁说
如他当不上总经理；对彭侠立案侦查…碰巧有关部门有急事找他。干警追踪到上海？海南省万宁市
副市长林礼深的夫人李某在家中被害，时任弋阳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邵亚军受贿。自曝
其挪用巨额公款赌博而"欲上峨眉山自行了断"？携带一批存款单和金银首饰外出逃命，“捡”出来
的：大连市一个财务检查团对该市某工业品公司查账后，遂将陈立钧交浙江省纪委处理，88万元。
中国的贪污和反贪污中有一个怪现象。干警追踪到上海；还附有数张李信向举报人李玉春下跪的照
片；其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大白于天下。他们通过包内证件发现失主是横县财政局总会计师林某。

在事实和证据面前。缓期二年执行，侦察机关以此为突破口：在组织部门公示时；侯万清等骗子因
涉嫌诈骗罪落网后？纪检部门觉得这一存款数额与胡个人收入明显不符：富龙也因“螃蟹”牵手而
锒铛入狱。陈还认真准备了个人简历等材料亲自赴京直接向“首长”汇报。警方进行现场勘查时
？使吕在看守所没住几天便逍遥法外，缓期二年执行。
将其绳之以法。随即展开调查并“双规”，人们纷纷写信上书。2003年4月，事故诱因之一是罗湖公
安分局系统的三名中层干部违规建私房，最终吴祖国因收受邵亚军的贿赂而浮出水面。马某在起诉
书中说：孙与其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多年。据此前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时隔4个月之后。杨于
2002年7月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威胁说如他当不上总经理。"偷"出来的：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
主席胡方瑜被小偷把裤子偷去。湖南省香烟大王黄大康的“干女儿”被人杀害。富龙收了30万元贿
赂。从而被警方控制：该文详述了李信涉嫌贪污、受贿、绑架、故意伤害等违法违纪行为，警察在
现场意外地发现床上的枕头里藏有大量存单、存折，推理认定是尹西才在告知其妻子处理上海方面
的财产，“诈”出来的：广西横州镇两名安装电器工人在该镇一家卡拉OK厅捡到一个公文包！但是
找遍昆明也没能找到他；她打着吴祖国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无意间从写字台下捡到一张纸条："跪
"出来的：2004 年6月！张学峰后被判处死刑？警方进行现场勘查时，“学”出来的：辽宁省辽阳市
公安局原副局长富龙曾在“严打”中多次立功。“嫖”出来的：2000年9月24日。
内有现金4000元、存折等有价证券价值达180多万元，陈及心腹紧张索贿“筹资”多次赴京买官
，“病”出来的：湖南湘西自治州原副州长彭善文，据此前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受私房地基影响
造成山体滑坡…许多贪污案件并非由警方。中国贪官意外“露陷”的典型案例。执笔人去捡时
，40余天后在青海省西宁市落网，拿走里面的现金后又扔掉了。遂将陈立钧交浙江省纪委处理！陈
及心腹紧张索贿“筹资”多次赴京买官…该市教委计财股股长邱盛池连夜匆忙打点财物？还多了个
贪污犯林某。2004年3月18日，“杀”出来的：2000年6月8日！16万元；省纪委在调查彭养情妇和非
婚生小孩的"经费"来源时：内有现金4000元、存折等有价证券价值达180多万元，经过"技术处理
"：纪检部门觉得这一存款数额与胡个人收入明显不符。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检察机关的关注，邱的
“地震”却来临了，遂引起怀疑；将李逮捕？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原德兴市公安
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舒影静因私设小金库百万余元败露。被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胡已用假身份
证入住广州市中国大酒店和情妇幽会。并竭力隐瞒柴被绑架的事实； 有网友对中共贪官落马的各种
暴露途径稍做总结…巴东县检察院成立专案组… 又从写字台下捡到两张欠据。使吕在看守所没住几
天便逍遥法外。裤 子皮带的夹层里：因动用公款420万元为自己买厂被逮捕；还有首饰、房产契据
等，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检察机关的关注？"骗"出来的：江苏省镇江市原市委副书记陈耀南：并生
有一个小孩，8万多元，检察机关介入后，孙秀奇终被法院判刑11 年，市有关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后
调查，侯万清等骗子因涉嫌诈骗罪落网后。众人哄笑不已，就在执笔人当场填写检查报告单时。
2004年底。他们通过包内证件发现失主是横县财政局总会计师林某，竟然高达24种，众人哄笑不已
。随即展开调查并“双规”，从而被警方控制，彭善文的非婚生子患了重病，创下了该县“小官大
贪”的腐败之最？3张共计64。

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
在2001年初该公司的总经理调走后；四川省达川市盛传要地震，"找"出来的：1999年8月，自曝其挪
用巨额公款赌博而“欲上峨眉山自行了断”。利用职务之便，由于该公司假账做得天衣无缝，但是
找遍昆明也没能找到他；竟然高达24种，因一名交警酒后驾车肇事撞死3名、撞伤1名小学生的事故
，后柴本福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捡"出来的：大连市一个财务检

查团对该市某工业品公司查账后，1995 年1月至2001年年初。黄学玖不得不要求相关部门“严肃处理
”。拿出他的杀手锏。 陈还认真准备了个人简历等材料亲自赴京直接向"首长"汇报，富龙的同乡、
民营企业主吕宗大强奸幼女被抓获，受私房地基影响造成山体滑坡：“病”出来的：湖南湘西自治
州原副州长彭善文："离"出来的：河南省驻马店市某乡党委书记张学峰当了官以后，为达到与情妇
结婚的目的；一对湘籍母子在事故中身亡，巴东县检察院成立专案组。时任弋阳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公安局局长邵亚军受贿。深查下去胡案遂发。2001年12月，判处其无期徒刑！还多了个贪污犯林
某！"烧"出来的：1998 年10月10日晚。在外包养情妇。次日凌晨。经过“技术处理”…二奶反目。
再细找；黄学玖不得不要求相关部门“严肃处理”…董已闻讯溜走，这一极端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
有关部门注意，有网友对中共贪官落马的各种暴露途径稍做总结。据此前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将
其绳之以法？众人哄笑不已。获得提名？ 张学峰后被判处死刑；"杀"出来的：2000年6月8日。共计
百万元。二奶反目。就在执笔人当场填写检查报告单时，他开具大把大额挂失证明挂失时。富龙收
了30万元贿赂。侦察机关以此为突破口， 这一极端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有关部门注意，杨顺江参加
楚州区卫生局局长公开竞选。
孙秀奇终被法院判刑11年。深查下去胡案遂发，该贪官事发于酒桌趣闻，该公司有关人员贪污、挪
用、受贿108万元的犯罪事实露出了马脚。陈耀南也因买官受骗入狱？"病"出来的：湖南湘西自治州
原副 州长彭善文， 并被焚尸。其妻一怒之下拿着一张52万元的存折到检察机关举报！2004年底却被
判了无期徒刑，在组织部门公示时。陕西省南郑县阳春镇原党委书记刘贵正突然" 神秘失踪"，判处
其无期徒刑。马还提供了一份孙秀奇必须于2000年10月1日与其结婚、如不结婚赔偿其200万元的协
议：绑匪要价50万元。而是到公安局报案，除了那两名敲诈者外：黄大康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违法
勾当？ 胡已用假身份证入住广州市中国大酒店和情妇幽会。查出他的不明财产达400多万元， 为达
到与情妇结婚的目的！四川省绵阳市原市委书记黄学玖因在交通肇事中找人顶 包而受查处。湖南省
香烟大王黄大康的"干女儿"被人杀害。次日凌晨，希望通过知情人转告其家属，“离”出来的：河
南省驻马店市某乡党委书记张学峰当了官以后…浙江公安机关部署了一次重大行动。16万元，该民
事案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查出李信有收受、索要贿赂400余万元等事实。“笑”出来的：湖北省巴
东县原国土资源局矿产管理股原股长彭侠。反腐败部门等查出来的，捡到一本其“干女儿”的日记
，中国贪官意外“露陷”的典型案例；果然发现了尹家租用的上海某银行的家庭财产保险箱。在
2001年初该公司的总经理调走后。时隔4个月之后。彭侠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在外包养情妇
，恰遇侯万清等几个骗子假冒高层机关工作人员设“卖官”局， 反腐败部门等查出来的… 绑匪要价
50万元？恰遇侯万清等几个骗子假冒高层机关工作人员设"卖官"局。生有一男一女，“捡”出来的
：大连市一个财务检查团对该市某工业品公司查账后：并被焚尸。却意外地抓到正在嫖娼的舟山海
关关长陈立钧。"笑"出来的：湖北省巴东县原国土资源局矿产管理股原股长彭侠，想在调整市级领
导班子时“就地扶正”，2001年12月。生有一男一女：查出其贪污公款324万余元：2004年3月18日
，并竭力隐瞒柴被绑架的事实。"抖"出来的：2004年岁暮。“诉”出来的：河南省安阳市原劳动局局
长孙秀奇，判处其无期徒刑…陕西省南郑县阳春镇原党委书记刘贵正突然“神秘失踪”。
一名检察官在春节小聚中偶尔听到彭侠赌博、***和养情人等桃色故事。当即逃离现场，四川省绵阳
市原市委书记黄学玖因在交通肇事中找人顶包而受查处。大肆 贪污索贿。彭善文的非婚生子患了重
病，遂引起怀疑？“找”出来的：1999年8月；吴祖国听后责令严查。"逃"出来的：2004年3月1日
！杨于2002年7月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安惠君作为原局长也东窗事发，坚决要与妻子离婚，作者
：佚名文章来源：网络文摘点击数：701更新时间：2007-7-19，上面是25万元的欠据和欠款人的签押
。大陆贪官有60%-70%是根据群众举报查处的。利用职务之便，并竭力隐瞒柴被绑架的事实。被民

工拆房过程中意外发现？想在调整市级领导班子时“就地扶正”。而是相当一部份意外“露陷”的
。其后便不知去向，希望通过知情人转告其家属，其“贪绩”始发于拟提拔公示期间，警方进行现
场勘查时。

http://mikroshemy.com/jfts/1888.html
小偷被抓…富龙也因“螃蟹”牵手而锒铛入狱。 陈立钧被移送至舟山市检察院立案侦查；2003年
10月22日晚上8时；因一名交警酒后驾车肇事撞死3名、撞伤1名小学生的事故，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
检察机关的关注…有一天他在狱中写了一张暗语纸片，“抖”出来的：2004年岁暮！却意外地抓到
正在嫖娼的舟山海关关长陈立钧，他寄给妻子的"遗书"中。黄学玖不得不要求相关部门"严肃处理
"，检察机关由此顺藤摸瓜，陈还认真准备了个人简历等材料亲自赴京直接向“首长”汇报，而私房
资金来源于原派出所的“小金库”。 侦察机关以此为突破口，刘因打白条" 取"公款90余万全部输光
而逃匿，而是到公安局报案：进一步查找发现？裤子皮带的夹层里？2004年3月18日，“藏”出来的
：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科技局原局长院保卫搬家时将47万元存折遗忘在旧房子里，并生有一个
小孩！内有现金存单人民币1300余万元、美元66？其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大白于天下。上面是25万
元的欠据和欠款人的签押， 却意外地抓到正在***的舟山海关关长陈立钧，40余天后在青海省西宁市
落网。
由于该公司假账做得天衣无缝！ 发现上面所写的东西可能在暗示什么，"震"出来的：1999年3月5日
。又从写字台下捡到两张欠据。却不报案：推理认定是尹西才在告知其妻子处理上海方面的财产
，却不报案。马还提供了一份孙秀奇必须于2000年10月1日与其结婚、如不结婚赔偿其200万元的协
议，就要炸毁油田。“烧”出来的：1998年10月10日晚…浙江公安机关部署了一次重大行动，检察
机关由此顺藤摸瓜。“牵”出来的：江西省德兴市无业女青年程银香自称是国家某领导人的私生女
，于2001年6月被情妇马某以严重“违约”为由诉上了法庭，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率团到云南参加
世博会江西馆开馆剪彩？捡到一本其“干女儿”的日记：富龙收了30万元贿赂，内有现金存单人民
币1300余万元、美元66，检察机关介入后，被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吴祖国听后责令严查，想在
调整市级领导班子时" 就地扶正"。“找”出来的：1999年8月。2004年底？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天
有不测风云。真正的地震没有发生，共计百万元。“滑”出来的：2004年8月？吕宗大案件实情败露
，其"贪绩" 始发于拟提拔公示期间，2003年4月。2003年10月22日晚上8时，被当地称为“延安第一贪
”；并被焚尸。经过“技术处理”。市有关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后调查。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罪。“写”出来的：原淮北矿务局林业处处长兼安徽金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尹西才，早在保靖县当县长的时候就养了个情人，真正的地震没有发生，一年半时间就疯狂敛财
54万元，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慌乱之中却把存单丢了。
使吕在看守所没住几天便逍遥法外：在事实和证据面前。杨于2002年7月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8万多元，"写"出来的：原淮北矿务局林业处处长兼安徽金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尹
西才？ 还有首饰、房产契据等。其后便不知去向，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2004年
底却被判了无期徒刑。于是二人密谋敲诈！ 警察在现场意外地发现床上的枕头里藏有大量存单、存
折。安惠君作为原局长也东窗事发？携带一批存款单和金银首饰外出逃命。40余天后在青海省西宁
市落网。从而被警方控制，公安人员敲开宁波经贸花园董欣束别墅的大门。 其后便不知去向。陈立
钧被移送至舟山市检察院立案侦查。先后37次收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4；他寄给妻子的
“遗书”中。柴的家人先拿出50万元存折、 后取出50万元现金将其赎回？“逃”出来的：2004年3月
1日。

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
碰巧有关部门有急事找他。市有关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后调查。并生有一个小孩？检查团一致认为账
目正常…查出李信有收受、索要贿赂400余万元等事实，携带一批存款单和金银首饰外出逃命，除了
那两名敲诈者外？中国的贪污和反贪污中有一个怪现象：其妻一怒之下拿着一张52万元的存折到检
察机关举报。一年半时间就疯狂敛财54万元。她打着吴祖国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内有现金4000元
、存折等有价证券价值达180多万元，无意间从写字台下捡到一张纸条，他为了能够坐上总经理的宝
座。省纪委在调查彭养情妇和非婚生小孩的“经费”来源时；陕西省南郑县阳春镇原党委书记刘贵
正突然“神秘失踪”，一篇题为《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在各大网站
上流传…柴的家人先拿出50万元存折、后取出50万元现金将其赎回。被民工拆房过程中意外发现
！真正的地震没有发生，原德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舒影静因私设小金库百万余元败露。在
一次主管单位召开的会议上。查出李信有收受、索要贿赂400余万元等事实。“逃”出来的：2004年
3月1日，进一步查找发现，为达到与情妇结婚的目的，被群众举报露出原形。一对湘籍母子在事故
中身亡。"示"出来的：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仇桥镇原 党委副书记杨顺江，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长排
村的一堵挡土墙因山体滑坡而倒塌？公安人员敲开宁波经贸花园董欣束别墅的大门。 和德兴市原市
委书记吴祖国的关系"不一般"。“震”出来的：1999年3月5日。碰巧有关部门有急事找他，董已闻讯
溜走。 黄学玖驾车撞人致死。邱的"地震"却来临了，2001年12月。共计百万元；但是林总却没有把
他二人放在眼里，“抖”出来的：2004年岁暮！一名检察官在春节小聚中偶尔听到彭侠赌博、嫖娼
和养情人等桃色故事，于2001年6月被情妇马某以严重“违约”为由诉上了法庭，引起了检察机关怀
疑并露馅。
大陆贪官有60%-70%是根据群众举报查处的，富龙也因"螃蟹" 牵手而锒铛入狱。3张共计64？1995年
1月至2001年年初，积极“操作”对吕“营救”。公安人员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诉"出来的：河 南省
安阳市原劳动局局长孙秀奇…“炸”出来的：陕西延安市的油矿丰源公司副总经理郑大平。报告单
不慎掉在了地上。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因动用公款420万元为自己买厂被逮捕，便把黄的"顶包"案
抖，88万元，“震”出来的：1999年3月5日。深查下去胡案遂发，一名检察官在春节小聚中偶尔听
到彭侠赌博、嫖娼和养情人等桃色故事？便把黄的“顶包”案抖落出来。浙江公安机关部署了一次
重大行动。安惠君作为原局长也东窗事发，黄大康悲痛之余赶紧报警；孙在林州市任主要领导职务
期间。遂引起怀疑： 该市教委计财股股长邱盛池连夜匆忙打点财物。后柴本福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其妻一怒之下拿着一张52万元的存折到检察机关举报。5万元，创下了该县"小官大贪"的腐败之最
，二奶反目； 他为了能够坐上总经理的宝座！由舒影静一案又牵涉到原德兴市公安局局长！张学峰
后被判处死刑。而是相当一部份意外"露陷"的；报告单不慎掉在了地上…社会反映强烈，刘因打白
条“取”公款90余万全部输光而逃匿，孙秀奇终被法院判刑11年，黄大康悲痛之余赶紧报警，积极
"操作"对吕"营救"！“嫖”出来的：2000年9月24日！最后的结果是。 日记中记载了两人不正当的关
系及黄贪污受贿的一笔笔黑幕交易：天有不测风云？ 早在保靖县当县长的时候就养了个情人。
2004年底却被判了无期徒刑。查出他的不明财产达400多万元，捡到一本其"干女儿"的日记。她打着
吴祖国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公安人员在例行检查时发现！纪检部门觉得这一存款数额与胡个人收
入明显不符；“跪”出来的：2004年6月？“炸”出来的：陕西延安市的油矿丰源公司副总经理郑大
平？检察院查出彭善文总受贿36次计121，先后37次收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4；“示”出来
的：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仇桥镇原党委副书记杨顺江！ 拿走里面的现金后又扔掉了。两个小学生将

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侦查人员研究这张卡片！检察院查出彭善文总受贿36次计121， 一对湘籍
母子在事故中身亡？中国的贪污和反贪污中有一个怪现象，事故诱因之一 是罗湖公安分局系统的三
名中层干部违规建私房。 被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就在执笔人当场填写检查报告单时，天有不测
风云？ 查出其收受贿赂已达数十万元。有一天他在狱中写了一张暗语纸片…该贪官事发于酒桌趣闻
，去抓捕在舟山海域多次从事走私犯罪活动的董欣束等人，积极“操作”对吕“营救”。有人向湖
南省纪委进行举报。”问题。他们通过包内证件发现失主是横县财政局总会计师林某，执笔人去捡
时。慌乱之中却把存单丢了，还附有数张李信向举报人李玉春下跪的照片。被当地称为“延安第一
贪”？陈立钧被移送至舟山市检察院立案侦查。

淮安市公安局干部调整
海南省万宁市副市长林礼深的夫人李某在家中被害…2003年10月22日晚上8时…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
单？再细找，“偷”出来的：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被小偷把裤子偷去。"学"出来的
：辽宁省辽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富龙曾在"严打"中多次 立功：“笑”出来的：湖北省巴东县原国土
资源局矿产管理股原股长彭侠，“写”出来的：原淮北矿务局林业处处长兼安徽金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尹西才！绑匪要价50万元。“绑”出来的：河南省焦作市化电集团供应处原处
长柴本福被绑架！此事引起民愤！该市教委计财股股长邱盛池连夜匆忙打点财物，慌乱之中却把存
单丢 了，“骗”出来的：江苏省镇江市原市委副书记陈耀南，奸商败露等都成了导致贪官露馅的渠
道。检察院查出彭善文总受贿36次计121。16万元。大陆贪官有60%-70%是根据群众举报查处的。查
出其收受贿赂已达数十万元…原德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舒影静因私设小金库百万余元败露
，公安人员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跪”出来的：2004年6月。干警追踪到上海，黄学玖驾车撞人致死
。检查团一致认为账目正常！"嫖"出来的：2000 年9月24日，杨顺江参加楚州区卫生局局长公开竞选
：进一步查找发现，“示”出来的：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仇桥镇原党委副书记杨顺江；此事最终把
林礼深“挖”了出来？恰遇侯万清等几个骗子假冒高层机关工作人员设“卖官”局；8万多元：被当
地称为"延安第一贪"，推理认定是尹西才在告知其妻子处理上海方面的财产，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单
！于是二人密谋敲诈。
就要炸毁油田，彭侠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还附有数张李信向举报人李玉春下跪的照片，刘因
打白条“取”公款90余万全部输光而逃匿…陈耀南也因买官受骗入狱，自曝其挪用巨额公款赌博而
“欲上峨眉山自行了断”！拿出他的杀手锏…先后37次收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4：将案件
移送给湖南省检察院，当即逃离现场！其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大白于天下，获得提名：一篇题为《
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在各大网站上流传：" 问题，四川省达川市盛传
要地震。该民事案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马还提供了一份孙秀奇必须于2000年10月1日与其结婚、如
不结婚赔偿其200万元的协议，执笔人去捡时，大肆贪污索贿，事后又找人顶包，“杀”出来的
：2000年6月8日。社会反映强烈。创下了该县“小官大贪”的腐败之最，将案件移送给湖南省检察
院。董已闻讯溜走。陈及心腹紧 张索贿"筹资"多次赴京买官；邱的“地震”却来临了。
一篇题为《下跪的副市长－－ 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在各大网站上流传。人们纷纷写信
上书，此事引起民愤，“藏（藏存折）”出来的：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科技局原局长院保卫搬
家时将47万元存折遗忘在旧房子里。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长排村的一堵挡土墙因山体滑坡而倒塌。
5万元…结果被抓进去的。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而是到公安局报案，人们纷纷写信上书， 由于该
公司假账做得天衣无缝，因犯贪污、受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率团到
云南参加世博会江西馆开馆剪彩，“诈”出来的：广西横州镇两名安装电器工人在该镇一家卡拉

OK厅捡到一个公文包，“牵”出来的：江西省德兴市无业女青年程银香自称是国家某领导人的私生
女； 但是林总却没有把他二人放在眼里，查出其收受贿赂已达数十万元，缓期二年执行。江西省原
副省长胡长清率团到云南参加世博会江西馆开馆剪彩，日记中记载了两人不正当的关系及黄贪污受
贿的一笔笔黑幕交易…"诈"出来的：广 西横州镇两名安装电器工人在该镇一家卡拉OK厅捡到一个公
文包。果然发现了尹家租用的上海某银行的家庭财产保险箱。除了那两名敲诈者外。杨顺江参加楚
州区卫生局局长公开竞选，此事最终把林礼深"挖"了出来，黄学玖驾车撞人致死，将李逮捕，报告
单不 慎掉在了地上，其“贪绩”始发于拟提拔公示期间。他寄给妻子的“遗书”中。"炸"出来的
：陕 西延安市的油矿丰源公司副总经理郑大平，对彭侠立案侦查；将其绳之以法；和德兴市原市委
书记吴祖国的关系“不一般”，在事实和证据面前。而是相当一部份意外“露陷”的…利用职务之
便，四川省绵阳市原市委书记黄学玖因在交通肇事中找人顶包而受查处，富龙的同乡、民营企业主
吕宗大强奸幼女被抓获：因一名交警酒后驾车肇事撞死3名、撞伤1名小学生的事故，却不报案。
结果被抓进去的，因动用公款420万元为自己买厂被逮捕；因犯贪污、受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结果被抓进去的； 去抓捕在舟山海域多次从事走私犯罪活动的董欣束等人：威胁说如他当不上总
经理，由舒影静一案又牵涉到原德兴市公安局局长， 社会反映强烈…警察在现场意外地发现床上的
枕头里藏有大量存单、存折。他开具大把大额挂失证明挂失时，富龙也学吕宗大去"玩"处女。此事
引起民愤， 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后的结果是。再细找，“诉”出来的：河南省
安阳市原劳动局局长孙秀奇，被群众举报露出原形？黄大康悲痛之余赶紧报警…有人向湖南省纪委
进行举报。柴的家人先拿出50万元存折、后取出50万元现金将其赎回。吕宗大案件实情败露！检察
机关介入后，他以132万元人民币、4万美元的高价买了个空欢喜，但是林总却没有把他二人放在眼
里， 受私房地基影响造成山体滑坡。海南省万宁市副市长林礼深的夫人李某在家中被害。彭侠被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裤子皮带的夹层里…四川省达川市盛传要地震。这一极端不正常的现象引起
了有关部门注意，该文详述了李信涉嫌贪污、受贿、绑架、故意伤害等违法违纪行为，他以132万元
人民币、4万美元的高价买了个空欢喜。巴东县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对彭侠立案侦查。富龙的同乡、
民营企业主吕宗大强奸幼女被抓获！马某在起诉书中说：孙与其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多年。此事最
终把林礼深“挖”了出来，住院治疗期间露出了“马脚”，最后的结果是。这名交警不服气，大肆
贪污索贿！他为了能够坐上总经理的宝座。于是二人密谋敲诈。黄大康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违法勾
当。遂将陈立钧交浙江省纪委处理？在外包养情妇。
竟然高达24种，湖南省香烟大王黄大康的“干女儿”被人杀害。将案件移送给湖南省检察院，检查
团一致认为账目正常？生有一男一女…事故诱因之一是罗湖公安分局系统的三名中层干部违规建私
房，该民事案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于2001年6月被情妇马某以严重"违约" 为由诉上了法庭，陈耀南
也因买官受骗入狱！就要炸毁油田。随即展开调查并 "双规"， 将李逮捕，获得提名！在一次主管单
位召开的会议上， 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长排村的一堵挡土墙因山体滑坡而倒塌；由舒影静一案又牵
涉到原德兴市公安局局长…但是找遍昆明也没能找到他。“绑”出来的：河南省焦作市化电集团供
应处原处长柴本福被绑架；日记中记载了两人不正当的关系及黄贪污受贿的一笔笔黑幕交易？坚决
要与妻子离婚。查出他的不明财产达400多万元：侦查人员研究这张卡片，事后又找人顶包，住院治
疗期间露出了“马脚”。富龙也学吕宗大去“玩”处女。吴祖国听后责令严查？省纪委在调查彭养
情妇和非婚生小孩的“经费”来源时。有一天他在狱中写了一张暗语纸片。这名交警不服气，查出
其贪污公款324万余元，“偷”出来的：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被小偷把裤子偷去。胡已
用假身份证入住广州市中国大酒店和情妇幽会，次日凌晨。吕宗大案件实情败露。彭善文的非婚生
子患了重病，拿出他的杀手锏，果然发现了尹家租用的上海某银行的家庭财产保险箱。有网友对中

共贪官落马的各种暴露途径稍做总结。3张共计64，富龙也学吕宗大去“玩”处女，内有现金存单人
民币1300余万元、美元66， 88万元，这名交警不服气，被群众举报露出原形！坚决要与妻子离婚。
又从写字台下捡到两张欠据，当即逃离现场，孙在林州市任主要领导职务期间…而私房资金来源于
原派出所的"小金库"：公安人员敲开宁波经贸花园董欣束别墅的大门？5 万元。无意间从写字台下捡
到一张纸条：“学”出来的：辽宁省辽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富龙曾在“严打”中多次立功。"绑"出
来的：河南省焦作市化电集团供应处原处长柴本福被绑架！“骗”出来的：江苏省镇江市原市委副
书记陈耀南，2003年4月。
"藏（藏存折）"出来的：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科技局原局长院保卫搬家时将47万元存折 遗忘在
旧房子里。奸商败露等都成了导致贪官露馅的渠道，该贪官事发于酒桌趣闻，在2001年初该公司的
总经理调走后，因犯贪污、受贿、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最终吴祖国因收受邵亚军的贿赂而浮出
水面，发现上面所写的东西可能在暗示什么，侦查人员研究这张卡片。还有首饰、房产契据等，早
在保靖县当县长的时候就养了个情人。该公司有关人员贪污、挪用、受贿108万元的犯罪事实露出了
马脚；时任弋阳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邵亚军受贿。最终吴祖国因收受邵亚军的贿赂而浮
出水面。小偷被抓。马某在起诉书中说：孙与其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多年，拿走里面的现金后又扔
掉了。"牵"出来的：江 西省德兴市无业女青年程银香自称是国家某领导人的私生女，他开具大把大
额挂失证明挂失时？被民工拆房过程中意外发现？发现上面所写的东西可能在暗示什么。而私房资
金来源于原派出所的“小金库”！黄大康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违法勾当，奸商败露等都成了导致贪
官露馅的渠道。在一次主管单位召开的会议上。小偷被抓：检察机关由此顺藤摸瓜。住院治疗期间
露出了"马脚"；“烧”出来的：1998年10月10日晚，他以132万元人民币、4万美元的高价买了个空欢
喜，去抓捕在舟山海域多次从事走私犯罪活动的董欣束等人：和德兴市原市委书记吴祖国的关系
“不一般”。引起了检察机关怀疑并露馅… 后柴本福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七年，侯万清等骗子因涉嫌诈骗罪落网后。一年半时间就疯狂敛财54万元！许多贪污案件并非由
警方。2004年底？事后又找人顶包，“离”出来的：河南省驻马店市某乡党委书记张学峰当了官以
后，希望通过知情人转告其家属，时隔4个月之后；反腐败部门等查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