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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好处费 要“赞助” 要“报销”
这个局长受贿花样真不少
柳州市柳北区民政局原局长刘建国受贿上百万元 一审获刑 4 年
利用职务便利为多家企业提供帮助，并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好处费累计达
上百万元，甚至还找其中一家企业“赞助”了一台价值上万元的单反相机以及
一个相机镜头，柳州市柳北区民政局原局长刘建国最终为其贪婪行为付出了代
价。近日，柳北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刘建国犯受贿罪被判处4
年有期徒刑。

1 主要受贿行为发生在任职安监局期间
53岁的刘建国曾长期在柳北区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柳北
区安监局”）工作，2004年6月至
2008年8月期间，任该局科员，负责
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行政
执法工作；2008年8月任该局副局
长，协助局长分管行政执法、行政许
可、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作；
2013年11月任该局局长，主持全面工
作。去年3月，其任柳北区民政局局
长，主持全面工作。

法院经审理查明，刘建国在担任
上述职务期间，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
为李某等20余人提供帮助，收受上述
人员给予的现金共计113 . 1万元，以
及价值共计2 . 4万元的佳能牌
EOS5DMarkⅢ型相机一台和佳能牌
相机镜头一个，其中索贿数额达37万
元。法院查明的22起受贿犯罪事实
中，有21起是他在柳北区安监局任职
期间发生的。

2 提供花名册给烟花爆竹商
2008年初至2012年初期间，刘
建国利用其负责或分管烟花爆竹许可
审批工作职务上的便利，应烟花爆竹
经营者李某的请托，先后5次向李某
提供当年柳北区烟花爆竹零售点的花
名册，以便李某按花名册上门推销并
提高销量。对此，他每年收受李某给
予的现金1 . 5万元，共计收受7 . 5万
元。
2018年，柳州市政府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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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刘建国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
便利，违反国家规定，索取和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其受贿财物
中，有价值37万元的财物系索贿，
对该部分依法从重处罚。鉴于其归
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
首，依法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噪正文每行30元(14个字以内)，
标题每行50元(10个字以内)
噪
《租转信息》
《招聘广场》 每格1 . 2×4cm 80元
、
噪生活服务类信息每行20元(标题计两行)
噪品牌推荐 文字版 每格1 . 2×4cm 120元
彩色版 每格2 . 4×4cm 290元

地址：
桂林日报社一楼大厅

招商
生·加盟
活 服·专卖
务

汽车服务

除了收受烟花爆竹商给予的好
处费外，刘建国更多是在事故调查
中收受相应企业负责人员给予的好
处费，并在事故处理中帮助这些企
业得以从轻处罚甚至是免予处罚。
2013年，柳州市某汽车模具部
件有限责任公司在安全三级标准化
管理认证中没有通过柳北区安监局
负责的检查与考核。为了能通过检
查与考核，该公司的安全主管王某
于2014年先后2次送给刘建国财
物，价值共计4万元。其中，2014
年3月，刘建国以单位需要一部相
机为由，希望该公司能够给予赞
助。对此，王某于同年7月当面送
给刘建国一台相机和一个相机镜
头，价值共计2 . 4万元，上述物品
归刘建国个人使用。2014年10月，
刘建国将个人国庆假期外出旅游开
支找王某报销，王某送给刘建国现

金1 . 6万元。
而在2014年初，柳北区某楼盘
项目刚动工时，工地内发生了一名
工人死亡的事故。在事故处理过程
中，该项目施工负责人刘某将刘建
国请到办公室喝茶，请求刘建国对
其公司免予处罚，并当面送给刘建
国现金5万元。后在刘建国的帮助
下，柳北区安监局未对该起事故继
续调查和处罚。
此外，担任柳北区民政局局长
后，刘建国仍没有收手。2019年10
月，广西某建设工程公司和广西某
建筑工程公司承建的柳北区某社区
老年人日间照料及活动中心项目进
入验收阶段，项目负责人宁某为了
让该项目能够顺利通过验收并尽快
得到工程结算款，送给刘建国现金
2万元。

4 一审获刑4年 奥迪车被折价抵扣赃款

2019年春节期间市区内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柳州市某烟花爆竹公司总经理
石某为获得刘建国在设置烟花爆竹临
时销售点工作中的帮助，与刘建国约
定，每批准一个临时销售点将送给其
2000元的好处费。后刘建国帮助石某
在限放区外设立了30个烟花爆竹临时
销售点。去年1月，石某在刘建国所
居住的柳北区某小区门口当面送给其
6万元好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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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法院根据该案实际情
况，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刘建
国4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0万
元；其亲友代其退出的佳能牌相机
及镜头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其尚未退出的113 . 1万元赃款依法
予以追缴，其奥迪牌小汽车折价后
折抵赃款，
不足部分继续予以追缴。
据《柳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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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厕马桶汽车抽粪

开

疏通房顶卫生间补漏 2883818 票
搬家·搬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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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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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租

84m2，
13517837069汪女士
电话：

正阳步行街门面出租
正阳步行街钟楼旁60平方米
门面出租。
憎13707730731

场地招租

求租厂房

桂林丹桂大酒店有三层楼客房、 求租市区内厂房，面积1000平米
一楼、二楼餐厅、地下室、后勤区
域等场地对外招租。有意者面谈！
联系人：
朱先生18077333718

婚介·婚庆·鲜花
83年，
1 . 66米，国企，离异。
女，

2

现有桂林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原桂林市就业局)办公楼
三楼国有物业，面向社会公开招租。该物业位于桂林市秀峰区西
凤路6号，
水电齐全，
租金价格面议。
报名地址：
西凤路6号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五楼办公室，
2823560，
联系电话：
报名截止日期2020年8月10日。

居家养老·康复保健·医养结合
银锭路145号憎13367639092

北门2929051七星5868598
低价疏通瓦窑3619398秀峰2881068 征婚 仅限军官，微信号：18934794414

微信
环球冷气精修空调洗衣机
搬家
电视冰箱热水器5838779 陶姐白事 同号13005955440
高价收购二手汽车
创业、
合作、
招商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
皮沙发、
海绵垫、
布
15676316884
电话：
养殖特种鸡（含富硒）此鸡又香
沙发翻新 套、椅子18007877699 桂林市殡仪馆0773-5812085
起重、搬厂
又甜，
口感极佳，
营养价值高。
微信公众号GLSBYG 象山搬家3822222 叉车出租
房 产 信 息 憎：13788586182短信、面谈品尝！ 空调维修13152599266 移机清洗
坏赔偿
疏通
疏通
·补漏
·抽粪
·安装
加氟回收
吉庆搬家3870707 损
绝不乱加钱
噪漓江一线江景独栋别墅13617733813
生活服务
卷闸门·电动门
抽粪改道瓦窑3611670七星5806389
中山南路火车站旁宾馆售13617733813
疏通 水管钻孔秀峰3898628象山3812798 桂福搬家5582230 搬厂起重
手动电动门制作
上海路独栋宾馆及门面售13617733813
区内市县往来
家政·清洁
胜利卷闸门厂维修13977358532
高压
桃源居4房+车位108万13617733813
低价大车抽粪疏通 2995942 富邦搬家5636788搬厂 搬设备
外墙室内、钟点、油烟机、水电
中隐路133m 4房60万13788591268
手动电动门制作
洗地毯，外墙
微笑清洁
诚信卷闸门厂
13647730685、18174177611
中隐路城中雅居117m 57万13788591268
维修15977338056 低价
高压
获
“行业十佳”
称号
大车 疏通改道抽粪通管 2932686 半球搬家 拆装空调2596666
门面出租
象山3817569七星5861219
搬家
中 华 路 临 街 门 面 出 租 ，面 积 ： 疏通抽粪
秀峰3817569北门8994622 好日子搬家18978385136 搬厂

租 转 信 息

象山区祥和康养老公寓

左右，
层高8米，
停车方便。
13788597878
联系电话：

疏通
防水补漏
·补漏·安装

桂林神全防水补漏材料厂
专接高难度防水补漏工程；新楼房防
水降温工程；卫生间免拆补漏；外内墙
防水新涂料，欢迎各房产商，装修公司
战略联盟。本厂发明生产专卖，上门服
务一步到位，诚信企业，认准神全。
www.gxshenquan.com全厂长13077601275
憎0773-3810 291
补漏大王鑫楼人136
0773 8338保证
天漏地冒都不怕质量否则双倍赔偿
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不漏水再付款水电泥工

补漏 腻子退伍军人工商注册 3818592
屋顶外墙卫生间窗台等

补漏2226110 不漏水付款有20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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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四研
究所遗失广西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抵
扣联及发票联），发票号码：03688183，
4500201130，声明作废。
发票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