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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说法

省纪委省监委通报 6 起

基层党员干部利用政府公信力
参与或组织传销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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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良县民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伟奇上班期间买卖外汇理
财产品传销问题。2017 年 4 月，
李伟奇经亲友介绍，
通过本人及岳
母名义注册账号并出资 6.22 万元（合 9000 美元）给代理商购买“万
事吉”
理财产品，
赚取外汇买卖的差价。因李伟奇经常在上班时间
使用手机查看该外汇买卖理财产品收益情况，
受其影响和宣传，
县
民政局 5 名工作人员跟随李伟奇出资 3 至 4 万元不等购买该外汇
理财产品。2017 年 8 月，
因该外汇理财产品涉嫌传销，
网络操作平
台被关闭，李伟奇等 6 人未能撤回出资，各亏损人民币 1 万余元至
2 万余元。2019 年 8 月，
李伟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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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富源县民宗局干部贺冰利用国家机关干部身份以投
资、考察项目等名义诱骗群众到外地参加传销活动问题。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贺冰利用国家机关干部身份获得群众
信任，伙同其发展的下线陈某某、徐某某、彭某等人，将亲戚、朋友
和其他群众带到广西北海，向被害人灌输“中国商务商会运作（资
本运作）”模式，以发展会员获取高额收益诱骗被害人缴纳 5.08 万
元至 7 万元不等的金额入会，直接或间接发展了 49 名下线传销人
员且层级在三级以上。案发后，贺冰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2018
年 7 月 16 日，贺冰免于刑事处罚。2018 年 8 月，贺冰受到开除党
籍、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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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川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文化馆原馆长贺春海利用党员干
部身份开展互联网传销活动问题。2016 年 6 月，贺春海在“善心
汇”
网站注册会员后，
通过手机微信、口头宣传讲解等方式，
以高额
静态收益和动态收益为诱饵，
引诱他人通过购买
“善种子”
的方式注
册成为“善心汇”会员，并在“善心汇”网站上通过“管理奖”
“布施”
“受助”
和向他人出售
“善种子”
等方式赚取非法利益。2016 年 8 月
5 日，贺春海升级为“A 轮功德主”高级会员账号，该账号在整个网
络中处于第 8 层，其下网络有 7 层、331 个会员账号，非法获利 6.62
万元。2019 年 8 月,贺春海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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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一中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王利防范意识不强落入传销
“陷
阱”
问题。2017年5月22日，
王利在玉溪市馨怡美容院做护理时，
护
理人员高某某向其介绍
“善心汇”
是个扶贫献爱心的项目，
出资3000
元便可救助别人，
虽然有收益，
但收益可用来买书包一类的文具捐给
困难群体，
以此邀约王利加入
“善心汇”
一起做
“善事”
，
王利出资0.34
万元加入
“善心汇”
传销组织。2017年9月，
王利受到谈话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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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隆阳区兰城街道沙河社区党总支下沙河第一支部党员
黄梽耘利用党员身份诱骗群众参加传销活动问题。2008 年至
2010 年，黄梽耘为获取非法利益，以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为名，利
用自己党员身份获得群众信任，
骗取群众以购买
“世界通”
卡缴纳费
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
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
直接或者间接
发展人员 227 人，非法获利 59.66 万元。2019 年 4 月，黄梽耘受到
开除党籍处分。黄梽耘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并处罚金 5 万元。
据云南省纪委省监委网站

昆明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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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源县科协副主席屠志红通过给予“恩惠、照顾、方便”等承
诺诱骗他人参加传销活动问题。2016 年 5 月至 2016 年 7 月，屠志
红以“善心汇”网站为依托，以互助扶贫救济为名，按照一定顺序
组成层级结构，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的依据，通
过买卖“善种子”
“善心币”赚取差价，通过布施与受赠获得利益及
抽成，并帮助其中 2 人垫付费用，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交费入
会，2 个月就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 58 人且层级在三层以上，非法
获利 10.39 万元。屠志红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2018 年
11 月，
屠志红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五个月。

被警方缴获的油桶

为进一步强化警示教育作用，
释放执纪必严、
违纪必究的强烈信号，
省纪
委省监委对6 起基层党员干部利用政府公信力参与或组织传销的典型
案例进行通报。通报要求，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履行监督责
任，
既要严肃查处党员、
干部和公职人员参与或组织传销行为，
形成强大
震慑，
更要倒查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参与或组织传销背后，
政治麻痹、
政绩冲动滋生的“四风”问题，
坚决纠治不正之风，
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
发展，
为全省正风肃纪提供坚强保障。以下为通报的6起典型案例。

“三查三告知”专项整治行动中

昆明一批犯罪嫌疑人落网
昆明市公安局部署全市公安机关从 9 月
21 日起至 10 月 3 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
13 天的大清查、大排查、大检查和管理主体
责任告知、依法规范经营告知、奖励举报渠
道告知“三查三告知”
专项整治行动。9 月 23
日记者从昆明市公安局获悉，市公安局刑侦
支队牵头组织全市集中统一行动，多警种、
多部门和各县市区公安机关联合行动，一批
违法犯罪嫌疑人落网。
公安机关通过大数据分析，成功挖掘预
警了一个贵州籍盗窃燃油的职业性犯罪群
体。9 月 23 日凌晨 3 点，市局值班副局长值
守 110 指挥中心，刑侦支队主要领导现场带
队，组织刑侦支队、特警支队、官渡分局、经
开分局等警种和辖区公安机关同步统一行
动，在官渡分局辖区大板桥新发村周围捣毁
储油点 3 个，缴获油桶 55 只，共计 11 吨柴

油，收缴作案车辆 5 辆，抓获偷油嫌疑人 1
人、收油嫌疑人 1 人；经开分局出动警力 65
人、车辆 13 辆，在辖区查获存油窝点 1 个，缴
获空油桶 30 只、电动抽油泵 2 套。
刑侦支队反诈中心在专项整治行动中
经过分析研判，锁定昆明市多个黑广播架设
地点，在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组
织盘龙分局拓东派出所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截至 9 月 23 日中午，成功抓获架设黑广播、
涉嫌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的犯罪嫌疑人 5
人，
缴获黑广播设备 5 台。
根据公安部、
省公安厅对打击民族资产解
冻类诈骗犯罪的工作部署，在专项整治行动
中，
昆明公安机关加大对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
督办案件的侦查打击力度，
对两个公安部督办
案件涉案成员实施抓捕，
成功抓获民族资产解
冻类犯罪嫌疑人7人。
实习记者 马雯

五华区法院普法进校园

小学生当
“法官”
审案
“请问法官，我到小卖铺买东西，无缘无
故被店主怀疑我偷东西，要搜我的身，我可
以拒绝吗？”这样的问题从一名 12 岁女同学
口中问出，让全体工作人员更觉得“法律进
校园”工作的重要性。9 月 23 日上午，昆明
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协同民进云南省委经济
委员会将“同心护春蕾、送法进校园——模
拟法庭”
送到丰园小学。
模拟法庭案例根据真实案例改编，
大概案
情：
2019年9月22日午餐后，
原告小周在学校
玩耍时，故意将篮球丢向小杨，打中小杨头
部。小杨因愤怒，
追打并猛推小周，
导致小周
摔倒，
磕碎门牙。原告小周认为小杨本可以向
老师汇报，
让老师来解决冲突，
但小杨却对小
周穷追猛打，
甚至还猛推小周，
此行为直接导
致他绊倒后门牙磕碎，
以致严重影响生活。因
双方对赔偿事宜协商无果，
小周便将小杨告上
法庭，
要求被告小杨赔偿人民币15000元。
当天上午 8 点，由丰园小学六年级的同
学扮演的小法官、原被告及辩护律师在操场
搭建的法庭敲响法槌，对这起由“课间文明
安全”
引起的民事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
“小法官”
“律师”
以及
“原被告”
当庭陈述
后，
“小法官”
们经过审理，
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小杨承担 70%责任，原告小周承担 30%

的责任。按照总费用15000元算，
小杨应赔偿
总费用的 70%,共计人民币 10500 元整，
在本
判决生效三日内履行完毕，
剩余部分由原告小
周自行承担；
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五华法院员额法官刘鹏辉说，整个庭审
程序规范、节奏流畅，逼真地还原了整个民
事审判的庭审过程。刘鹏辉对同学们的表
现进行了精彩点评，并与学生进行了交流互
动，使同学们对日常的法律知识、法院的职
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一名小学生举手问：
“请问法官，
我到小卖
铺买东西，
无缘无故被店主怀疑我偷东西，
要
搜我的身，
我可以拒绝吗？
”
刘鹏辉对这位学生
说：
“你完全可以拒绝对方搜身，
如果对方要强
行搜身，
你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或者及时跟
家长打电话，
让家长到现场协助处理。
”
这场模拟法庭是五华区人民法院与各
协作单位举办的第十一场活动，已经惠及学
生近 5000 名。
“同心护春蕾、送法进校园”活
动旨在让小学生们知法、懂法、守法，了解民
事审判的程序，通过学生与法官的互动环
节，解开同学们心里的法律困惑，培养学生
学习法律的兴趣，有利于小学生形成健康的
人格、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本报记者 柏立诚 通讯员 李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