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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Ł

…ß̌ —… —̇— ` —̨ —̆˘ ˝¤—¶—– †—— —́—

——‡»——˚—¸—̌ —˙ł…—†——”，——
—»̨ »̃ Œ˙Æ—˜…—†—„—，，—…—̇ —˙———

‡ ”̆—̧ —“—¡̀ œ̄ fi”。 ˝—–—̈ Æ̈ ı——̂ —

—˜ “—¡`œ¯fi”， ¨，̊ ˙ˆß，–˘—˚——˜

“¯fi””——”。 ˚†̂ ，。—…–̈ ˛̨ æ。»，ł̧ —

¶…̃ —˙—˚–˝Œ‡—。 。—¨—，… —̇——，—。

¸—ˇ—…—†——”`¸。———，——— “•，†—
ˆ ”̈——— —̊ …̃—†—„—̀ œ̂ —。

“女汉子”柔肩挑重担
“，——¡— —̋——»，—‘…—†—̂ ’̨。 ”

`œ̂ —，—̧ —… —̇—，2012 ˜Œ•¤—§̧ ¶̊ ¿

– —̌—”—，¸—¨——，‡—˛“‡»——˚—¸—ˇ—
˙ł…—†——”— —̃»̂ ß…—†—，——fl。

`œ̂ —¯—，——ˇ…—»——˜̃ ˙——˘—，
—˝———˜——————•¢˚˜—“——„«˘。——

———˜̊ —̋ ß——” ，̋«†¥——。 2018 ˜Œ1
— ，́˛“˘—¨—̃ Œ—˜—¤”—‡—¶æ—¤ˇ—¶•

—ø̆ —¶fl”—，`œˆ—–»—†¯¯˛“—”—¤”—
‡—¶æ—¤ˇ—¶•—ø`——…—¡—Ø——„«˚—

— —̃˚̀ —̌–、`“́ ——–。
2019 ˜Œ9 — —́ —̃»——，`œ̂ —。—

—。。—…–¨˛̨ æ：——¶———̌ —˚¡…—†——”

»ª–¤¸—ˇ—˙ł…—†——”“7·17”——”—
—¤—，————̇ Ø¿—。

—–̊ –， ————¸—̂ —˙——˜——†Ø–¤，—，—80 ——˝—
——。 ˛“̀ —̧，̊ –̋ Œ‡—̈ ˛˛æ，`œ̂ —`‹—„—。——„«˚—…—

———`——¶———`Ł‡¿，。«»ª–¤†˜`ˇ—…–，˝Œ‡—，—…˚–
。«»ª–¤†˜̀ —̌ 。̌»——” 。̧

¨—˜Œ˚–…———，`œˆ—————„⁄——，—„˝—…————«
—，†˜`ˇ，ˇ¨”—˘—†—，———†˜`ˇ 200 ——˘“，†»—¯——
`ƒ——˝˘。Ø¸—ˇ—…—†————，—˜”ˆ—›—Ø、 ”ˆ——•¤。
2018 ˜Œ，¸—̨ “——，”———Œ–¤̈ «̊ —…—†—»œ„—„«̧ —†¿

ˆ “̄˛—— ”̄，，。¤„⁄——。 ˝¤„——œ˚————…–，，¸—̌ —˙ł

…—†——”„«¸—†¿̂ ¯»æ‡»——̊ —…—†—»œ„—2018 ˜Œ¶¨
“—¯—ª„«¸—˝¯¶—”‡˘”¯，˝‹˚–—¶»æ“—¯—ª„«¸——，
…—”“—¯—ª•¤´—˛˜˚Ø”“—¯—ª„«¸—˝¥”“—¯—ª„«¸—
，——fl”— 。̈–̌ —。

，—…— 8 ˜Œ—，，¸—¶—，˛»æ˘—¸—ˇ—˙ł“—¯—ª„«
˛æ—–”，2018 ˜Œ、2019 ˜Œ»æ¸—ˇ—˙ł——•¤ˇ—˝‡“—¯
—ª—‡̨ æ„⁄————”;—«—，— •̃¤—§——́ ————¿́ —̨ ˜̌ ”̈—

¨—»æ 2013 ˜Œ、2018 ˜Œ”—˜ˇ˚¡…—†———´————¿˜Œ
»Æ— —̄ª́ —̨ ˜̈ —— 。̈–。

办案踏实的检察官
˘。̈ ———， `œ̂ —‡—`¸，”——¿˘˚———”ˇ†˜` 、̌——

˛æ–¤–—、`“´——¨„⁄——˝—，»„—“—›—œ—–¶—…—†—„—
————，————»——„«̧ ——，…—。 2019 ˜Œ，„«—†»œ„———
——̃ ‡̃ ‡——̌ —̄ †— —̂ 。̊————˘¸˝——†Ø̆ —¸—，`œˆ—̋ ¤

„——¶˛˚•，——ˇ———¨¸、—fl˛˚—⁄¨¸、——¨¡–»”ƒ—¥˛»
——…ß，——†Ø¨«†¿—，——†˜`ˇ，•¢ˇ—，ˆ—，—ƒ¶¤——˛“
——̨ æ̇ ——…——。 ——̃ ‡̃ ‡—»—–¶—̆ —̇ ——…„«̧ —†˘̨ ——˜

——̨ “̊ ，¿—•æ̈ ，̌`œ̂ —̋ ¤„————…„«—†——†Ø̈ ¡—⁄”˝

————†„‡———†Ø，——̈ ¡̀ —̧—˜‡˜‡˙—̋ —„«¸—† †̆œ”—

˙–——˝——— 9 ˜Œ，˛“¶ª–———†Ø，¶—，˛——–———•—”¸
—Ø— ，̃—̀ ¿¿ „̋——⁄——，，—¶ł†„‡—˙¿»fl`¸——˜‡̃ ‡——

„—— —̌———• •̇¤—…——̃ ¿— —̃˜ˇ—„——⁄——，˝Œ—˘` —̧—

˜‡˜‡——ˇ———˛æ˙——…——¶ł•˙¯†—ˆ—˚。————˜—⁄——

`，。
， —̂，̆ —̧ ——`•¤—””—，•¤—”¨«†¿†—˜—…—†——”

¸ø—，¿—— —̃—̂ ß…—̊ ´̊ —，¯—————˜‡˜‡•，——˛æ˙——…
——。 2018 ˜Œ— 。̀æ，`œ̂ ——›—œ————，—————̊ —́，…—

，—130 ——…—。 “，ł̂ ¿—»，——，…——«—…¶¤——，——•¤——
——，˚˙˛——˜————”˝˚„ˆ—，———ø†¯˜—†»，”‘…—†—
—¶’。 ”`œ̂ —̧ —。

—œ…—̈ Æ̇ Ø—£————，。———”˛—º¨ —̂ºˆ…。 ¶—¶—

…，˜Œ˚–…—，`œˆ—，——»ˆß…—†——¡——，——†。‡—‡⁄˛“
—»，—，—̆ ł、‡ —̀ 、̄—¤———˜…—†—„—。 “¸—…，–ª˚˙——
—¤”—‡—¶æ—。‡¡—˜”—•。，—†——，ª`¶‡—，—，—ˆ——ˆ—
—˜˙—，”—„˚˝—¯。———…—†—„——˜˛“ˆæ˙Ø»‡”˝————

—£—–。 ”¸—̌ —̇ ł…—†——”…—†—‡⁄”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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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Ł

…ß̌ —… —̇—̀ —̨ —̆˘

˝¤—¶—– ¯—— —̄— ˛—— —̧— `ı—Œ—–

“˛——，————。ß—„• •̇¤†¶

————˛“—˜———，——， —–ˇ—。›—˜

‘—†”——–’， —ˆ——…”—˜˚—…˚——

¶fl，ˆ—†„—fi˙——˜，—˛—，———ı˛‹
»⁄̌ —。›̀ ————œ—‹»•—‡。 ”12 —´
21 ¨—，—Œ——˚————“˙ł…—†——”、
•¤—”—˜„†˝‹…—¶。ˇ´， —»˘—•˙

•¤†¶——¸fi†œ˘•——˚´，。，łˆæ˚´

„«——¸—¸ˇ—，—˜–»—，——¨¸—»˜‡

。«̆ —„”́ ——˜400 ¶—。——ª̂ —，——
ˇ—。›———“——，—˚fl¶˛•¯`—，——
，，̧ fi———œ—‹»•—‡。

2020 ˜Œ2 —´， —»˜‡——。ß

——˘—˚„—ˆ。ß—ˆ—˜———ª„⁄————

——，—˚flˇ—。›`———˜—•˙•¤†¶

——， –»—————，•¤¨¸—–—–‡¡—¥

»æ，—»̃ ‡— —̃—̨ “̨ ¥•，̀ –̧£»⁄̧ fi

†œ— —̊，—˜̌ —„—•¤́ —„—¶¤，˘ »̆—

`¸——̈ »¸fi———————˚—，,˛—̈ —`¸

————̧ fi——»•—‡，˘ »̆—̀ —̧œ—‹̆ 。

”—。
˛“——，，˚—¸——˜—————œ—‹

—˚—，,–£»⁄„œ…——ß——”˝——»Æ„«
„†—ß——。———“̇ ł…—†——”—————，

„—‡———•¢»—„«——¸—¸ —̌—˜—,˝¤
„—̊ ˝•¤¸———,¨ˆ–»，—¨ —̧—¿—¨ˇ

˚¶—。•˙•¤†¶————˛“——»Æ˛£”ƒ

——，†¢——‡ »̌—̨ —。
，¸，˛———‡•¯`—»—¶fl†»。—

˚ —̇»， —̨œ—‹»•—‡——，，»—¶fl，—†
˚ —̇»‡¡——————¿——˜̌ —‡¡̆ —•¤。
———，̈ —̧–。Ł—œ———‡•¯̀ —»—¶fl，
———，̊ •̋¤，—fl̊ —„ª，—̈ ¸̂ æ̈ ”——

——。ß——̇ ł、 。ß——̆ —， —¤—ª、¶—

—ª、——̋ ł†¶—ª— —̈—̨ “…¨̊ —̇—̊ ´

˛¥•¤——̨ “，—†̊ ˙̇ —•，——»Æ„«„†

—ß———˜̇ —̈ ¤——̨ “。ˇ£̋ ß，—…———

——˛“。—， …Æ——¶—•˙•¤†¶——¸—

†»，，——¤…—¶。——–¤，˘º—˜”˙»⁄
————— —̊，”˝̧ fi—œ—‹»•—‡，˚—̌ —

¨ —̧º——̈ »” —̋‡„†—œ。
“˛—̂ ˙̌ £̋ ß̋ ¤„—–——，，—fl

˚—。———•˙•¤†¶————˝£—„˛¥•¤

——̨ “，˝‹̊ –—†̌ £̋ ß—————ø̌ —‡¡

¸—•¤—˜•。˚。ˇ—˚—ˆæ—ß，«•˙•¤

†¶——¸fi†œ˘•——‡——£——˚´——¨˛

—˜̋ ‹̊ –，»„—Ł‡——£—œ—‹——，，—˜
ˆæ̊ ´̄ —‡¥——̈ ；̨˛—̂ ，̇—̌ £̋ ß̃ —

———…，—¶——˜̈ —̧—̇ ¿•¤— —̨—̊ ¶、
»•–£——˚¶、——¨˛——˚¶，¨ˆ，—¶—
—˜„«ˆæ‡—˛“–£»⁄—œ—‹»•—‡”˝

— —̊，— †̃ —̨º——、。¤—Ł——” …̋—¶。

——。 ”…—†—，——fl–—̊ —。

–—–¤—¶ （˝¤—¶—–——̂ — ——̂ ˛̂ •）。—
¨—， »¤—«̌ —̈ ¸̂ æ…—†——”———————»̆ ———

——„«——̧ —̧ —̌，…—̊ –， ˝¤„—•¢‡—̧ —̇ —…—

†—。¤—Ø— •̃。̊ 。， ¶。，—̌ ———̈ »— —̊，———•

。—†¢̊ —»—4318 ˝——“̋ —̀—‡—̈ 。̂—。
2020 ˜Œ7 —´，»¤—«ˇ—¨¸ˆæ…—†——”

——́ —̃—„—‡———•¢̌ —， »¤—«̋ —̈ —— —̂———

ˇ—„«¸— 2018 ˜Œ 11 —´ 20 ¨—˝¤„—˝ł—ˇ

—”¯ —̃˜•。˚。，——1.0318 ———“—”¯˜—ˆˇ—
——̃ ——»¿Ø„œ——̋ —̀—。 ，ø——̧ «•。̇ '¶'— ‡̃—

。»—›—Ø，， „̂«̧ ——ƒ——2018 ˜Œ12 —´15 ¨—

˙—，¶̇ —̈ «†¿¿—̌ —。 —«， „̂«̧ —— 。̀æ————

4318 ˝——“̂ »——。—̃ —。
`¢—，”—， …—†—„—̋ ¤„—̌ —‡¡——†Ø”¸

˚—、†Ø— —̃˚̀ —̌ •̈。̊ 。̊ —…fľ —„——⁄——，˘—
¶fl„«——̧ —̧ ˇ̧ —̇ —‡———， ˇ—̌ ———̈ »— —̊，

——•¢‡—̧ —̇ —…—†—。¤—Ø， 。¤—Ø̆ ———•¤́ ˜

——•¤¶¤————，†—¨¡———§，º˚'，—。— 4318
˝——“̋ —̀—‡—̈ 。̂—…—̨ ¥—…。—。

ˇ———¨»—˚—，——˚——。…—†—。¤—Ø”—，
—，̧ —，—，—̋ —̈ —„«̧ —…—̊ –。—̃ —。 。Æ”ˇ。æ

˜Œ——˙Ø¶—ˆæ—“˘————˜——ˇ—，ˇ—…—†—

—”–——¯“——ˆæ˛“–—”—˜——˜—，—Ø—flˇ—
——¨»—˚—，——”˝˝—¨—„«¸———¿“`“ˇfl

»Æ， —›——。———ˇ—„—•¤´—”˝—›—“˛˚

——，—˛‡——————§—•»—˝`——‡—¨ˆ。——˜
˝‹˚–， ——•¤–£—ˇˆæ—“˘———•¢—„—˜

“—´—˝…—¶。”•。˚。。
——̌ —…—†——””˝̌ ———̈ »— —̊，——— „̃†

˝‹¯‹`ƒˇ´，2020 ˜Œ 12 —´ 14 ¨—， ˝—¨—

„«¸——»，˛——。—˙— 4318 ˝——“˝`——‡—¨ˆ
。—， ˚—̌ —̀ —̧———„«——̧ —̧ ˇ̧ «—fi„†—fi¶—

—fi— …̃—————̃ —。

¡——»——̊ 。¡–
—fl̨ ˚̊ —„—̄ ˘

。—¨—， `——，˚—…—†——”˛，…—

“—»——˚。” ———，———˜——˚。——˚—，—

——–£。¡—”„—̄ ˘̆ —— 。̂ ˚—…—†——”——

—»…—†—†¿，”——¨¸—»—˛——、˚—„«—†
——•¤—˘，—¶—，—¶—‡⁄—ˇ`œ˛“˛，‡—

˜Œ–»”ƒ¨¸“—»——˚。”—fl˛˚˚—、————
…—†Ø̊ —。—̄ 。̆

——ˇ⁄，˛，‡—˜Œ¨¸—fl˛˚‡¡¸ø——
˚。˝¶¨º˚„— ，̂–Œ———¯˛，‡—˜Œ–»”ƒ
¨¸“—»——˚。”—fl˛˚»œ—˘——`——，˚—
——̊ 。—„¿“。 ——†»。———̌ —̀ ¸̊ —…—†—

—”——¨¸˛“–——˜—，•¤—«—æ，»„——，—
ˇ—¶¨——˛‹»⁄`¸˛，‡—˜Œ¨¸”ˇ•¤¨¤

——。 ˝¤—¶—– ，——Ł

–—–¤—¶（˝¤—¶—– …“¨”•…）˜———–—
——，———————̊ —˚'—'˘›，—'˘›。—¶—，—20
——̋ ——“。。—̈ —，—›—Œ——̊ —́ «—`̇ ł…—†——”

—Æ̆ —„«̧ —， •¤—”———'̆ ›——̄ —，ƒ̀ ı̃ ‡——

˘—̋ 。——5 ˜Œ5 ，—— 。́
2019 ˜Œ12 —´…—， `ı˜‡—»¨¸•—˚˛

¨—。 ，̇ —————œ——̃ ‡̌ ß‡—，ß¿—…˙́ ……———

— …̄˙́ …̨ “——，———“̊ —̈ ¡̊ ——ł•—、，——ª•—
˛“̂ ß„†̆ ›̈ ¡10650 —“。

˘—…—， ——̃ ‡̌ º̋ ¤„—̋ ł，ß—，‡¥»„̄ —

———˜˙fi¿—，¸————。`ı˜‡ˇº——•¤。 `ı˜‡

——˝‹—ø—˜…¿`'，˝¤„—˛¢—¯—»¨¸•—˚˛

¨—。˙，¶———˜‡»—‡˘¿———¯˜—ª´ª——。ł
——´ª，ß。

————̃ ‡—Æ。»́ ª——”—， `ı̃ ‡»—‡ —̆—

• ¿̄—1.1 ˝——“。 ——¿—̌ —†¢̨ ，—。— ，̧——̃ ‡

—Æ‡—‡•̌ œ，ß¿—，—“̇ —̊ Œ»———̆ ‹。
`ı̃ ‡——”———— —̃œ—»… ，̆ — •̂—̊ —̨˜

。˙—«ˇ———˜‡—Æ‡—´ª———Ł—“——„«¸—`—

——，˚Œ»———̆ ‹—“—§，¶5 ˝——“。
‡—， —̧fi̋ —，`ı̃ ‡»„•—–———2019 ˜Œ

5 —´、2020 ˜Œ 6 —´˝¤„—˜—˜—¨—…—¨ˇ˚¶
` ”̧˛̃ ‡” —̋—̃ ‡——。 ——————…—̊ ——˜̇ Ø¿—

ˇ ，́ˇ—¶—•。»—‡ —̆—…”̊ ————º——̈ ¸̊ ¿，—º

¶—•。̈ •¶¤̃ —̄ fī ———„—̌ —。
—fi”——Ø„„̇ —̆ —‡—‡—»—、，—…—̄ —̇ fi、

——…”—ˆ—'—¢、˜，˙—¨¥˚—、”ˇ——‡————œ
———¨————， ˚„—ˆ¶—，—˛¢—¯•—˚˛¶—

。˙，•—–——'˘›”˛˜‡ 12 ˝———˝—、——˜‡
10 ˝————“。

•¤—”̈ ˇ̨ “，`ı̃ ‡•，—'̆ ›——，¯—，ƒ——
˘—̋ 。——5 ˜Œ3 ，—— ，́†¢，ƒ•£。—3 ˝——“；
•，̇ —̂'——̧ ———，¯—，ƒ——̆ —̋ 。——7 ，—— ，́
†¢，ƒ•£。— 3000 —“；˚———†¢•£，——¶¤—，
————̆ —̋ 。——5 ˜Œ5 ，—— ，́†¢，ƒ•£。—3.3
˝——“。

一纸建议追回 4318万土地出让金

男子分饰多角“演戏”诈骗 获刑 5年 5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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