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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职务便利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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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合作企业垄断经营提供便利 为弟弟公司谋好处

中移动分公司原老总受贿获刑
原中移动福建公司党组成员、副
总经理林某某， 在行贿企业没有招投
标的情况下让其与中移动福建公司独
家合作。此外，他还以给领导送礼为名
花公款4.4万元买来多枚印章。
日前，其因受贿罪、贪污罪，被福建
省福州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中移动分公司原老总受贿
2001年至2013年，林某某利用担
任中移动福建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
理等职务上的便利， 接受福建某移
动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周
某、副总经理沈某的请托，先后为该
公司承接福建移动公司手机客户的
售后维修业务、VIP客户手机维修服
务， 使其成为福建省终端铺货资金
物流平台、“移动心机”省级代理商，
取得诺基亚FD福建省经销权等方面
提供帮助。
2002年至2013年春节前后，林某
某直接或间接收受该公司总经理周
某、副总经理沈某给予的财物共计38

万余元、5万美元、81万余港元。
其中， 收受周某给予的财物19
次，收受沈某给予的财物5次；通过胞
弟收受周某、沈某以销售手机
“保价返
利”名义给予的现金22万余元。
从案卷可以看出， 周某行贿有多
次都是以看望林某某女儿、慰问丧事等
名义。 案发后，林某某退出上述赃款。

支持合作企业垄断性经营
中移动福建公司市 场 部 的 两 位
副总经理证实，经林某某同意，当时
确定每维修一部手机福建移动公司
补贴一定金额给福建中邮普泰公司，
这个方案推动了其在全省建立售后
维修平台。
还有两位市场部副总经理证实，
林某某交代他们经办与周某洽谈移动
心机业务合作事宜， 当时林某某只是
召开了个专题会， 没按规定进行招投
标， 会上就直接指定福建某公司作为
移动心机活动的省级唯一代理商了。
行贿人周某证实，林某某告诉他，

中移动福建公司只有一家心机供货
商，公司认为这样不利于降低成本和
资费，准备引入一家新企业，他当时
就请林某某帮忙， 推迟竞争企业入
场，并送其3万美元。 之后，林某某将
引入竞争企业的时间至少延迟了1到
2个季度。

为弟弟谈价 破例
“
保价返利”
沈某证实，给林某某行贿的美元，
是通过“
黑市钱庄”兑换的。
周某说， 他曾带林某某在香港一
银行开立账户炒港股， 并给这个账户
存入50万港元，他和沈某还帮林某某
通过地下钱庄向他们在香港银行的账
户转过款。
林某某在香港还为女儿买过保险
“
八年储速终生保”。
林某某供述，2007年上半年，他弟
弟退出龙岩地区手机自由市场的代
理，和福建中邮普泰公司结算，但在手
机退货的折价比例上和周某、 沈某沟
通不下来，找他出面打招呼。

林某某说， 弟弟认为手机退货价
格周某公司压得太低， 希望其能关照
下。但周某表示，根据规定全省是统一
定价标准， 但林某某弟弟公司的退货
清算可以先按规定做， 结算后他会交
代沈某做“保价返利”给他，并照做。

贪污４万元公款买章
除了受贿， 林某某还有一起贪污
事实。
2006年6月， 林某某以需要送领
导和客户为由， 通过行政事务中心总
经理徐某花公款4.4万元买了8盒12枚
印章。林某某将印章陆续带回家，其中
一对印章， 他刻上了自己和妻子的名
字，另外一枚刻成了藏书章。
2015 年 4 月，中央巡视组找林某
某谈话。为逃避侦查，林某某将印章转
移并藏匿在客服中心总经理处。
2018 年 5 月 11 日，福州市中级
法院以受贿罪、 贪污罪判处林某某有
期徒刑 6 年。
文 / 记者 付中

路边流动收废品 严查！
本 报 讯（记者 洪 雪）推着三轮
车沿街收废品占了全部的人行横
道， 过往行人只能走机动车道，非
常危险。 昨天，朝阳城管劲松执法
队联合街道综治办、交通等部门开
展联合执法，对劲松大街路侧及劲
松南路沿线进行了集中清理，两个
小时内暂扣5辆收废品小推车。 今
天上午，这些无照商贩到执法队接
受处理。
在劲松南路一小区门口， 一男
子将电动三轮车停在路边， 车把上
横着一纸牌， 上面写着回收废品的
种类，车上还有刚收来的废纸板、旧
自行车等。不一会儿，又有 2 名收废
品的来到此处，3 人将车一停，躲到
阴凉处聊天去了， 人行横道被堵了
个严实， 过往行人只能绕行到机动

车道，很是危险。
当执法人员上前欲暂扣车辆
时，其中一收废品男子出来阻拦，并
表示要将车上的东西卸下，“你的车
及车上物品均属于经营工具， 都要
被暂扣， 明天你到队里接受调查处
理后，物品会归还。 ”听到执法人员
解释后，男子松了手。
废品收购站占道经营， 造成环
境“脏、乱、差”，部分无照废品回收
点，将各类废品堆放在路边，甚至占
据消防通道及盲道， 给行人出行带
来不便，存有安全隐患。 此外，他们
流动性强，违法成本低、违法行为易
反弹，一直是整治的重点和难点。
下一步， 城管将持续加大巡查
管控力度， 确保整治一处、 巩固一
处，防止“
死灰复燃”。

摄 / 记者 曹博远

执法人员暂扣收废品车辆

假冒“美国大兵” 外籍团伙诈骗 500 余万
通过网络添加好友， 尼日利亚籍
男子冒充退役美国大兵， 谎称在阿富
汗执行任务时获得大量黄金准备邮寄
到国内，以借邮费、关税为由骗取事主
589 万余元。 近日，丰台公安分局刑侦
支队破获了这起特大诈骗案。

女子被
“
附近的人”骗589万
今年 4 月，家住北京丰台的陈女
士到云南旅游，其间微信收到“
附近的
人”好友请求，添加后对方自称是退役
的美国军人， 曾经在阿富汗等地执行
任务，那时获得了一大批黄金，现在要
寄到国内， 但需要数额不菲的关税和
邮寄费，资金周转不开需要借款。
此人对陈女士承诺， 等收到黄金
后借款一定归还， 并支付一定比例的
报酬。 陈女士信以为真，从 4 月开始，
她瞒着家人陆续汇款转账给这位所谓

的
“
美国大兵”589 万余元。
5 月底， 对方再次联系陈女士要
求汇款， 这次竟一次就要 700 万，陈
女士无力支付，家人也发觉了异常，察
觉被骗后到公安机关报警。

嫌疑人为一高校留学生
丰台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接报后立
即展开调查， 发现陈女士汇款后被一
女子从东城区某银行 ATM 机上提
款，再次被转账到其他账户。 6 月 21
日晚 11 时许， 侦查员在朝阳区某地
将取款女子抓获， 经审查， 该女子为
27 岁的河北人刘某。
据刘某供述，她受外国男友指使，
替其收取诈骗得来的钱， 留下报酬后
再将余下的钱款转给指定的银行账
号。通过进一步工作，侦查员发现河南
警方正在侦办的一起诈骗案中有同样

的银行账号， 相关案件的多名嫌疑人
已被抓获。
7 月 4 日， 丰台公安分局侦查员
赶赴河南，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
对其中涉及陈女士这起诈骗案的相关
嫌疑人进行了讯问。据了解，其中一名
涉案外籍男子中文名字叫“高卓”，尼
日利亚籍，身份是辽宁某大学留学生，
但已长期没有上课。

团伙分工明确多人被骗
据“高卓”供述，自己是一个外籍
诈骗团伙的成员，团伙各有分工，他负
责将诈骗资金转到指定的银行账号。
团伙中还有人负责添加微信好友，通
过聊天物色诈骗对象的， 有通过
ATM 机转账的。 常用手段是冒充美
国退役军人，编造有黄金、珠宝寄到国
内的谎言，以借用邮寄费、关税事后支

付报酬为由骗取事主大量现金。 陈女
士只是被骗的事主之一。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工作中。
据负责这起案件的侦查员张警官
介绍，近日，陆续接到同类冒充美国退
役军人诈骗案件，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事
主前期收到陌生人添加微信好友的信
息，通过聊天引诱逐渐上当。 这里面有
的是在国内旅游期间，也有出国旅游时
收到外籍陌生人添加好友申请的。
被抓获的部分外籍诈骗嫌疑人供
述，除了在国内取出转走赃款的，还有
团伙成员负责在国外与事主联系。 像
本案中的中间人刘某一样， 有的是经
朋友介绍， 有的是通过网络找兼职工
作的方式，做起中间人的。警方提醒大
家谨防上当受骗， 同时兼职人员也要
注意，不要被违法犯罪分子利用，触犯
文 / 记者 叶婉
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