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万别当错位的“任性老板”

作为曾经的央企“掌门人”，蒋洁敏本
应履行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之责， 但却滥
用职权，把企业当“家业”，把自己当成“任
性老板”，这种思想观念的错位值得反思与
警醒。

今年， 中央继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
态势。 一方面， 要坚决肃清那些“国企蛀
虫”，依据党纪国法严肃处理，给人民群众
一个交代。另一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
体制机制堵住制度漏洞，坚持找病根、治病
树、拔烂树，加大治本力度、加强制度建设，
从根本上保证国有资产不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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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
病亡后被开除党籍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纪委对山西省原副
省长任润厚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任润厚违反廉洁
自律规定，收受礼金；贪污
公款； 严重违反政治规矩
和组织纪律， 在干部选拔
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贿赂，向他人行贿。其
中，贪污、受贿、行贿问题
涉嫌犯罪。

任润厚身为党的高级领
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性质
恶劣、情节严重。鉴于其在党
内纪律审查期间因病死亡，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
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给予任润厚开除党籍处
分， 收缴其违纪所得；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有关规定，将其涉嫌违法
所得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河北省国资委原主任
涉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河北省纪委监察厅13
日通报称，经河北省委批准，
河北省政协财政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 省国资委原主任周
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
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周杰曾
任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河北
省国资委主任、 党委书记
等职务。

今年以来， 河北已有
省民政厅原厅长古怀璞、
衡水市委原书记陈贵、邢
台市清河县县委书记冀东
书（副厅级）、唐山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刘桂东等厅
级干部涉嫌违纪违法接受
组织调查。

■均据新华社

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4月13日一
审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
敏被控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国有公
司人员滥用职权一案。

经过近一天的公开开庭审理，15时30
分许，审判长、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樊启城宣布一审休庭。合议庭将在
休庭后依法评议，择期宣判。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派员出
庭支持公诉，蒋洁敏及其委托的辩护人到
庭参加诉讼。

任职中石油期间通过妻子索贿

上午8时30分许，樊启城敲响法槌，宣
布开庭。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起诉指
控，2004年至2013年， 被告人蒋洁敏利用
担任中石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总经理、
董事长、党组书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总裁等职务
上的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建设、职务调整、
职级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
过其妻（另案处理）索取或非法收受14个
单位和个人财物 ， 共计折合人民币
1403.9073万元。 截至2013年8月31日，蒋
洁敏的个人和家庭财产、支出明显超出其
个人和家庭合法收入，对于差额部分中的
1482.6174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
源。

受周永康之托为他人提供帮助

2004年至2008年，蒋洁敏在担任中石
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石油股
份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总裁期间，受周
永康之托，利用职权为他人在获得油气田
区块合作开采权、燃气轮机发电机组项目
招标、 天然气供应指标等事项上提供帮
助，其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油气资源管理
秩序， 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综上，对蒋洁敏应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追究
刑事责任。

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出示了原始
书证，证人证言，涉案财物等物证照片，对
相关财物、硬盘数据、非法获利及国家利
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鉴定意见，被告人
供述和辩解等证据材料。

被告人对公诉人指控的犯罪事实没
有提出异议，公诉人、辩护人对证据进行
了质证。

蒋洁敏湖北受审，被控三罪名
被告人当庭认罪悔罪 法庭将依法择期宣判

法庭辩论结束后， 被告人
蒋洁敏作了最后陈述。他说，我
衷心感谢组织对我的挽救，真
诚地感谢全体办案人员对我的
关心和教育。 我的犯罪事实是
清楚、 明确的， 犯罪证据是真
实、确凿的，我对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对起诉书没有任何异议。
我认罪悔罪，供认不讳。我要深
刻反省，接受改造，做对社会有
用的人，做对社会有益的事。

随后，审判长敲响法槌、宣
布休庭。 值庭法警带被告人蒋
洁敏退庭还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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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辩论阶段，
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各
自的意见。

公诉人发表公诉意
见指出， 本案所有证据
来源合法、 内容客观真
实，证据之间环环相扣，
形成了严密的证据体
系。 起诉书指控蒋洁敏
犯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罪、 国有公司人
员滥用职权罪的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蒋洁
敏应当以受贿罪定罪量
刑，且具有索贿情节，对

索贿部分应当从重处
罚； 蒋洁敏还构成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国有
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一人犯数罪， 应当依照
刑法规定数罪并罚。同
时， 蒋洁敏具有主动交
待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
受贿犯罪事实并如实供
述自己罪行， 赃款赃物
已全部追缴， 认罪态度
较好、 配合司法机关办
案、书写悔过书等情节，
建议合议庭从轻或减轻
处罚。

庭审
蒋洁敏4月13日湖北受审，

被控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三宗罪。

自陈
蒋洁敏在最后陈述时称：

我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对起
诉书没有任何异议。

休庭
经过近一天的公开开庭审

理，审判长宣布一审休庭。合议庭
将在休庭后依法评议，择期宣判。

辩护人发表辩护意
见指出， 辩护人对公诉
机关指控的罪名定性无
异议， 但对起诉书指控
的部分事实以及受贿数
额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的具体数额存有异议。
辩护人请求合议庭对不
构成索贿、 受贿罪的事
实部分，不给予认定，并
依据事实对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的总额予以重新
认定， 做出客观公正的
判决。

审判长表示， 控辩
双方就定罪的事实、证
据， 被告人行为的性质
以及量刑情节等充分发
表了各自意见， 各方观
点已经阐述清楚， 合议
庭在评议时将予以充分
考虑。

控方：涉三宗罪，有认罪情节

辩方：定性无异议，数额有异议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
法院特约监督员及新闻记者、
各界群众70多人旁听了庭审。

全程旁听庭审的湖北省人
大代表李金萍说，整个庭审过程
依法文明、严谨理性，既体现了
法律的尊严，又充分尊重被告人
的合法权益。全程旁听庭审的湖
北省仙桃市信访办干部张云说，
我感觉到庭审公开、透明，给大

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
进一步彰显了党中央依法
治国的坚定决心和司法权
威。 ■据新华社

“我认罪悔罪，供认不讳”

70多人旁听了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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