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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23日电（记
者于涛）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3日
对伊力哈木·土赫提案作出一审判决，以
分裂国家罪判处伊力哈木·土赫提（见右
图，央视截图）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庭审理查明，长期以来，伊力哈
木·土赫提以“维吾尔在线”网站为平台，
利用其大学教师身份，通过授课活动传
播民族分裂思想，蛊惑、拉拢、胁迫部分
少数民族学生加入该网站，形成了以伊
力哈木·土赫提为首要分子的分裂国家
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在伊力哈木·土
赫提的领导下，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组
织、策划、实施了一系列分裂国家的犯罪
活动。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为达到其
分裂国家、寻求新疆独立的目的，有组

织、有计划地撰写、编辑、翻译、转载百余
篇分裂国家内容的文章，大肆传播分裂
思想，恶意攻击国家的民族、宗教、经济、
计划生育等政策及措施；歪曲2013年巴
楚县“4·23”、北京“10·28”等暴恐案件
的起因、杜撰中央民族大学发生汉族学
生群殴维吾尔族学生事件，煽动民族仇
恨，制造民族对立，为涉疆暴恐案件制造
借口，鼓动暴力行为；与境外机构、个人
勾连，恶意炒作涉疆问题和案（事）件，企
图将新疆问题国际化，并杜撰社会问卷
调查报告，以虚假数据伪造支持独立和

“高度自治”的虚假民意。
法庭依据经查证属实的物证、书证、

证人证言、电子证据及视听资料等认定
上述事实，依法作出判决。

被告人亲属、辩护律师及各界群众
等旁听了宣判。

以“维吾尔在线”网站为平台，利用其大学教师身份，通过授课活动传播民族分裂思想，
蛊惑、拉拢、胁迫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加入该网站，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组织、策划、实施了
一系列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

从“一把手”到普通干部都从水利工程中“渔利”，158人涉案，收缴违纪违法款7600余万元
——近年来，江西省九江市纪委联合公安、检察等部门的“捕鱼行动”，“打捞”出以九江市水利局原
党委书记、局长裴木春为首的水利系统腐败窝案。纪检办案人员说，没想到水利腐败如此汹涌。

核心提示

158名“蛀虫”啃噬，
“水中腐败”如此汹涌！

——江西九江水利系统窝案透视

九江市纪检部门办案人员称，因
为水建公司的存在，水利工程项目实
际上一直处于“体内循环，内部操纵”。

长期以来，九江市水建公司通过
所谓“专业代理人”参与水利项目招投
标，以相互串通，私下达成围标协议、
借用资质、买通评委等手段，非法取得
水利工程项目，再将中标项目卖给其
他水利公司，并从中获利。

2005年以来，建设队伍要想在九
江投水利标必须挂靠九江市水建公
司，水建公司则从中渔利。据统计，水
建公司总经理胡江任期内，共取得九
江市6亿余元的水利工程项目。

此外，九江市水建公司还长期与
各县区水建公司“合作”，买断市水建

公司在县区的投标权，各县区水建公
司向市水建公司上交管理费。

江西中申建筑公司董事长张平从
九江水建公司下海后，长期从事水利工
程非法投标活动。2008年，九江市8
座中型水库对外招标，张平邀集万某、
于某分别借用数十家公司资质参与投
标；市水建公司也借用多家公司资质参
与投标。市水建公司让张平及其同伙
放弃中标，支付他们70余万元。

2009年，九江市十里河I期工程对
外招标，刘某、胡某分别借用多家公司资
质参与投标，水建公司借用6家公司资质
投标。刘某和胡某为中标，就通过张平
找到胡江串通，愿意支付给水建公司54
万元，随后，刘某、胡某顺利中标该工程。

水利工程招投标“浑浊”不堪
非法围标，转手获利

据纪检部门调查，裴木春在担任九
江市水利局长期间，利用手上的职权，
导演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剧情。

高某原是裴木春老家湖口县的乡村
木匠，经人介绍为裴木春家里装修房
子。之后，裴木春将高某安排到水建公司
上班，并授意水建公司将多个水利项目交
给毫无土木工程管理经验的高某承建。

2009年下半年，高某从水建公司承建
九江市当年最大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彭泽县浪溪水库工程。这是一座以防
洪、灌溉为主的中型水库，关系到彭泽县浪
溪镇几千群众的生命安全和3.8万亩农田
的灌溉。浪溪水库工程在关键的防渗墙施
工时，高某为节约成本，竟然自己组织人员
用土办法施工，边施工边“实验”。

因为“实验”失败，导致亏损，高某便
计划从其他工程中虚报工程量捞回资
金。2010年，在裴木春的指示下，彭泽县
水利局、监理方、施工方相互“配合”，从防
渗墙、溢洪道等工程中虚报套取100万元
工程款，高某从中分得55万元，彭泽县水
利局分得45万元放入“小金库”。

对于裴木春的“赏识”，高某积极
“回报”，曾先后向裴木春行贿6万余
元，三次出资为裴木春装修房屋。

此外，裴木春还将其外甥范某从湖
口县水利局调到市水利局担任自己的
司机，并违规将其从普通职工提拔为市
水利局安监科副科长；将妹夫汪某、妻
子的侄儿何某、妻子的侄女婿郑某安排
到市水政监察支队执法点工作。

领导带头腐败“糜烂”
木匠承修水库，裙带关系盛行

2014年以来，贵州省水利厅厅长
黎平、江西省水利厅副厅长文林先后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江西抚州检察机关查办水利系统窝案
21件，涉案人员24人；贵州省黔东南
州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水利系统窝案
涉及5县33人……

以前，在人们印象中，基层水利系
统属于“清水衙门”。然而，办案人员指
出，近年，随着国家水利建设资金投入增
长较快，这一领域渐渐成为一些人盯上
的“肥肉”。而且由于地方上具有水利工
程建设资质的企业较少，造成竞争不充
分，程序不规范，以至腐败问题频发。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
长程关松分析指出，水利系统案件大
多集中在农村小水利项目上，工程规
模小、资金数额少。“但由于作案时间
长、次数多，每个项目都可以吃、拿、
卡、要，单次受贿少、累计受贿多，最终
成为巨贪。”

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涂书田认
为，除了权力制衡不足，内外部监督失
效导致系统性腐败风险外，底线失守
和理想信念的集体丧失也是导致腐败
窝案的重要原因。

（新华社南昌9月23日电）

小水利养“硕鼠”
内外监督机制失效
“清水衙门”被搅浑

“官员摄影家”
频频受到业界追捧

9月22日，秦玉海在河南省人大的
办公室已被贴上封条，工作人员三缄其
口。距郑州北60公里的焦作市，是秦玉
海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的地方，一些干
部群众对秦玉海被“双规”表示惊愕。

秦玉海2011年7月曾接受某媒体采
访称，“到焦作工作后，因为工作需要而爱
上摄影。”1998年底，秦玉海焦作任职时
提出“由黑变绿”，开发历史文化资源，重
点发展旅游业的城市转型发展战略。

“实事求是地说，他拍摄风光照片
宣传推介焦作旅游是有成效的。”焦作
一位从事旅游工作的干部说。

资料显示，秦玉海在任焦作市委书
记期间，曾举办“2002中国焦作山水国
际摄影节”，也是在这个节上，秦玉海成
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2005年，秦
玉海获全国摄影界最高奖——组织工
作金像奖；2007年4月他在中国美术馆
举办《真水无香》专题摄影展，作品被中
国美术馆收藏。同年，其《真水无香》系
列作品获全国摄影“艺术创作金像奖”。

事实上，因为个人“爱好”而受到业
界追捧、戴上“大家”光环的官员，并非
秦玉海一人。

例如，今年 2 月，
武汉市燃气集团、天然
气公司原董事长张民
基因滥用职权、贪污、
受贿，在武汉市中院二
审被判有期徒刑10年
6 个月。在其受贿的
30多万元财物中，其中

包括8万多元的摄影器材。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张民基热

衷摄影由来已久，不仅是武汉市一些行
业摄影协会会员，还出任集团内部职工
摄影协会的副会长。其作品不仅经常
出现在企业内部刊物中，还在湖北省摄
影家协会主办的摄影艺术展中获过奖。

“烧钱”“费时”的爱好
相机二三十万元，相配的长

焦、广角镜头也要数十万元

据专业人士讲解，秦玉海的“真水”
系列获奖作品，“是利用8x10的大画
幅相机胶片所拥有的较高宽容度的特
点，呈现出水与光的抽象之美”，而这种
哈苏大画幅、中画幅相机仅机身就需二
三十万元，相配的长焦、广角镜头也要
数十万元，其所用的专用反转片胶片，
也相当昂贵。

这些价格昂贵的器材是由谁出资
的？有知情人说，秦玉海早年拍摄焦作山
水使用的设备，是河南云台山景区管理
局、焦作云台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
配备的。“用旅游部门提供的器材拍摄，拍
的作品用于旅游景点推介，说起来似乎也
合理。”不过，2011年7月，秦玉海在接受
《中国摄影家杂志》访谈时则公开坦承，摄

影器材上由“他人”提供帮助。据了解，这
个“他人”是一位在当地很有名的商人。

河南省公安厅一些干部称，受秦玉
海影响，公安厅有几名领导干部也成为摄
影“发烧友”，有的专门拍鸟，有的专门拍
花草。一到周末和节假日就出城采风。

摄影被公认是一项花费不菲的爱
好。业内人士说，以目前高端的尼康单
反相机为例，两台D4s机身配备“大三
元”镜头组合市场价格为13万元；如果
再配齐高级镜头、闪光灯、独脚架、三脚
架、UV镜、存储卡等附属设备，全套市
场价格至少25万元，相当于一辆大众
中型高配轿车的价格。

一位摄影圈内人士说，由于摄影既
拥有高大上的“硬件”可以炫耀，又包含
一定的文化审美含量能够加分，所以，
近年来在官员圈子里非常时髦。不过，
作为官员，花25万元买辆私家车可能
舍得，但是能舍得花同样的钱，自费买
一套摄影器材的却很少。

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
任鲍昆曾提到，某地政府在一次采购
中，为该市够级别的领导每人买了一台
佳能5DMarkII相机。而当时该相机
售价在2万元左右。

活跃的“官雅圈”
作品出版办展览存在大量猫腻

另外，一位新闻摄影师告诉记者，
玩摄影的官员往往通过各类官方和民
间的协会搭台，形成一个“沙龙”或“官
雅圈”。他们结伴采风、办会出展，成为
近年来摄影圈里最活跃的分子。

然而，加入这样的“圈子”是有条件

的。首先，玩摄影最主要的是玩器材，摄
影器材不仅昂贵，而且更新换代速度快。

由此，摄影协会成为近年来发展最
快的民间组织之一。“摄影协会一般特
别欢迎领导干部入会，还往往会推举他
们当会长、副会长。”据专业人士透露，
让领导入会特别有利于开展活动，靠他
们的关系可以轻松筹钱、办事。

除了器材，摄影作品的出版、办展
览也存在大量猫腻。有业内人士透露，
官员有时会将摄影作品出让，出版明信
片、影集、邮票，再由利益相关方出资购
买，然后通过收取巨额版权费实现利益
输送。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雅好”？“雅贿”！

官员“摄影家”是怎样炼成的？

新华
点

9月21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了河南省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除了主政河南省公安厅
9年的经历，秦玉海“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河南省
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引人注目。

事实上，在落马官员的腐败案件中，曾多次
出现摄影这一“雅好”的踪影。摄影与官员究竟
发生了哪些“化学反应”？那些获得了高度赞誉
的“官员摄影家”，又是怎样炼成的？

秦玉海《真水无香》摄影作品。

新华社南昌9月23日专电（记者陈毓珊）近
日，一条微博再次将“舌尖上的安全”带入百姓视
线。微博称，不少超市包扎蔬菜所用的胶带大多
属于工业胶带，含有苯类、甲醛、重金属等有害物
质，捆绑后其有害物质会渗入蔬果表层，长期摄入
此类“胶带蔬果”，会对人体造成潜在伤害。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秘书长董金狮曾表示，目
前超市所见缠菜胶带基本属工业级胶带，工业胶
带中含有苯类、甲醛、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并非食
品包装材料，我国内地尚无食品级别的胶带。

南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将工业胶带直接捆绑于裸露的蔬果
上，其不适宜食用的化学成分会通过食物表面向内
渗透，如果长期摄入，的确会对人体造成潜在伤害。

专家建议，消费者在选购蔬果时，尽量不要购
买用胶带直接捆绑的蔬果。如需购买，可将蔬果与
胶带接触的部分直接削皮处理，或用淡盐水浸泡。

工业“胶带”捆蔬果
会对人体造成潜在伤害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记者董峻 谭谟
晓）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稽查局局长毛振宾23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正
与有关部门联合建立惩戒制度，加大对食品药品
严重失信者的惩戒力度。

惩戒措施主要包括，对严重失信的食品药品
的生产经营者加大监督检查、产品抽样检验频次，
禁止企业责任人从事食品药品相关生产经营活
动；在企业的登记变更、金融融资授信、政府招标
采购、公开项目的申请、土地税务、进出口业务等
方面进行限制，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毛振宾同时介绍说，食药监总局将选择有一
定基础的地区、行业、产品开展信用建设的试点示
范工作，在婴幼儿奶粉食品生产企业开展信用评
级试点，探索建立“一户一档”信用主体责任追溯
体系和“红黑名单公示制”，为全面深化食品药品
安全监管信用体系建设打好基础。

食品药品严重失信者
将受更严惩戒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王思北）食品
药品监管总局23日发布通报，提示关注治疗甲亢
类药物丙硫氧嘧啶对患者产生的肝胆系统损害等
严重不良反应。

记者了解到，丙硫氧嘧啶是一种硫代酰胺药
物，能抑制甲状腺过氧化物酶，从而阻断甲状腺激
素生成，主要用于治疗成人甲状腺功能亢进。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库分析提示，近
期丙硫氧嘧啶的不良反应报告有所增加，严重不
良反应报告中最常见的三个系统分别是肝胆系统
损害、白细胞和网状内皮系统异常以及皮肤及其
附件损害，此外还发现未在说明书中提示抗中性
粒细胞胞浆抗体相关性血管炎的报告。去年，该
数据库收到丙硫氧嘧啶不良反应报告共432例，
其中严重不良反应报告99例。

食药监总局提示

慎服治疗甲亢类药物
丙硫氧嘧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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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力哈木·土赫提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邹伟）应日本

警方请求，中国警方23日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向
日本警方移交被日方通缉的毒犯长谷川隆二（男，
46岁，日本公民）。

这是记者23日从公安部获悉的。
据介绍，中国公安部禁毒局、日本警察厅毒品

和枪支对策课相关负责人在移交现场签署了“移
交备忘录”。5名日本警员押解毒犯登上日航班
机返回日本。广东省公安厅、日本驻广州总领馆
有关负责人参加了移交仪式。

今年8月，广东省广州市公安机关在工作中
查获在华非法居留的长谷川隆二，依法予以拘
留。日方获知情况后，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中国
警方提出移交请求。日方称，长谷川隆二涉嫌于
2007年指使另一日本人夹带15152粒摇头丸从
上海搭乘航班前往日本。中国警方同意将长谷川
隆二移交日方处理。

据介绍，长谷川隆二为日本最大暴力团伙“山
口组”成员，在日本有抢劫杀人和贩毒等犯罪前
科。2006年，与长谷川隆二有关的在华日籍涉毒
团伙即被中国警方纳入侦查视线。2008年5月，
公安部禁毒局指挥福建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在福
州、北京、上海等地抓获包括长谷川隆二在内的6
名日本籍涉毒人员，缴获冰毒7千克、摇头丸4千
克。当年，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容留吸毒罪判
处长谷川隆二有期徒刑2年。

公安部禁毒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警方将
继续密切关注日籍不法分子在华涉毒动态，一旦
掌握犯罪证据，即予严厉打击。中方还将继续加
强与周边国家缉毒执法合作，更有力地阻遏境外
毒品和境外贩毒集团危害我国，为解决本地区乃
至全球毒品问题作出贡献。

中国警方
向日本警方移交毒犯
案犯系日本最大暴力团伙“山口组”成员

秦玉海

中国警方将长谷川隆二移交日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