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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囚終身
受賄貪污濫權三罪併罰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沒收財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于永傑 濟南報
道）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昨日對原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受
賄、貪污、濫用職權案作出一審判決，裁定薄
熙來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
終身，並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犯貪污罪，判處
有期徒刑15年，並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100萬
元；犯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三罪併
罰，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並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薄熙來當庭未表示是否
上訴。隨後公布的判決書（全文見A35至A40版）
顯示，薄熙來現羈押於公安部秦城監獄。

審庭上宣讀判決要
判長王旭光昨日在

點。法院經審理查明，在
受賄事實方面，1999年至
2012年，薄熙來在擔任大
連市市長、中共大連市委
書記、遼寧省省長、商務
部部長期間，接受大連國
際發展總經理唐肖林、大
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的
請託，利用職務便利，在
大連國際發展接收大連駐
深圳辦事處、唐肖林申請
汽車進口配額、大連實德
集團建設定點直升飛球項
目及申報石化項目等事項
上為相關單位和個人謀取
利益，直接收受唐肖林給 ■審判長王旭光宣讀薄熙來
中新社
予的錢款折合人民幣逾 的判決結果。
110萬元，明知並認可其妻薄谷開來、其子薄瓜瓜收受
徐明給予的財物折合人民幣逾1,933萬餘元，共計折合
人民幣接近2,04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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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證據確實充分
貪污事實方面，2000年，薄熙來擔任中共大連市委書
記期間，安排時任大連市城鄉規劃土地局局長的王正剛
具體負責大連市政府承擔的一項上級單位涉密場所改造
工程。2002年3月工程完工後，該上級單位通知王正
剛，決定向大連市政府撥款人民幣500萬元。王正剛遂
就該款項如何處理向已調任遼寧省省長的薄熙來請示，
並提議將該款留給薄熙來補貼家用。薄熙來同意，安排
王正剛與薄谷開來商議轉款事宜。後該款被轉入薄谷開
來指定的賬戶，由他人代為保管。
關於濫用職權罪，經查明，2011年11月13日，薄谷開
來及張曉軍在重慶市麗景度假酒店投毒殺害英國公民尼
爾．伍德。同月15日，尼爾．伍德被發現死亡。負責偵
辦該案的時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郭維國及李陽、王鵬
飛、王智為包庇薄谷開來，使該案未被偵破。2012年1
月至2月，薄熙來獲知其妻薄谷開來涉嫌故意殺人後，
以及在時任重慶市副市長的王立軍叛逃前後，違反規定
實施了一系列濫用職權行為。
濟南中院裁定，薄熙來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
益，收受他人財物，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利用職務便
利夥同他人侵吞公款，其行為已構成貪污罪；身為國家
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致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
損失，其行為已構成濫用職權罪，情節特別嚴重。公訴
機關指控薄熙來受賄接近人民幣2,045萬元、貪污人民
幣500萬元及濫用職權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指控罪名成立。

追繳沒收法國別墅
根據薄熙來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
害程度，法院判決如下：
被告人薄熙來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
利終身，並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
刑15年，並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100萬元；犯濫用職權
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
權利終身，並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扣押、凍結的薄熙來財產共計折合接近人民幣2,045
萬元上繳國庫；貪污所得贓款人民幣500萬元返還大連
市政府。薄熙來受賄所得贓款購買的法國戛納松樹大道
7號的楓丹．聖喬治別墅繼續追繳，予以沒收。

薄熙來一審判決要點
濟南中院認定，薄熙來犯有受賄
罪、貪污罪、濫用職權罪，三罪併
罰，決定對他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
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受賄罪（1999年至2012年）
接受大連國際發展總經理唐肖林、
大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的請託，在
大連國際發展接收大連市駐深圳辦事
處、唐肖林申請汽車進口配額、大連
實德集團建設定點直升飛球項目及申
報石化項目等事項上為相關單位和個
人謀取利益，共收受折合人民幣接近
2,045萬元。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
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貪污罪（2000年）
同意將涉密場所改造工程款人民幣
500萬元轉入薄谷開來指定賬戶，由
他人代為保管。判有期徒刑15年，沒
收個人財產人民幣100萬元。
濫用職權罪（2011年）
根據薄谷開來的要求，調查命案原
偵查人員王智、王鵬飛，提議和批准
取消時任渝北區副區長的王鵬飛繼續
作為該職務候選人的提名；違反組織
程序，免去王立軍重慶市公安局黨委
書記、局長職務；縱容薄谷開來參與
研究王立軍叛逃事件的應對措施，同
意薄谷開來提出的由醫院出具診斷證
明以表明王立軍係因患精神疾病而叛
逃的意見；批准發布王立軍接受「休
假式治療」的虛假信息。判有期徒刑
7年。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慶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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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宣判現場，薄熙來身 白襯衣，黑西
褲，腳穿黑色休閒運動鞋。也許是出庭前不久
剛剛理過髮，他的頭髮顯得有些稀薄，兩鬢露
出灰白色的髮根。在法官宣布判決結果一刻，
有一個小情節給百餘名旁聽者留下深刻印象：
法警給薄戴上手銬，他表情平靜，臉帶微笑，
雙拳似在緊握，繼而開始劇烈抖動起來，彷彿
在透露他此時此刻複雜的心情。
■薄熙來被戴上手銬時，雙拳緊
在審判長王旭光宣讀判決書的整個過程
握，繼而開始劇烈抖動起來。
中，薄熙來臉上一直保持微笑，身體一會兒
法庭上，薄熙來並未當庭表示上訴，出乎之前
輕輕前後晃動，一會兒輕輕揚起下巴，顯出很鎮
靜的樣子。但是，在聽到「決定執行無期徒刑、 大多數人的預料。今後十天，他是決定接受這個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詞時，薄熙來的喉結開始 結局，還是向山東省高院提出上訴，人們將拭目
上下跳動，像在頻頻吞嚥 口水；緊張的情緒使 以待。
■記者 于永傑濟南報道
他呼吸急促，胸部不停地起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濟南報道）審判長
昨日在庭上用大段篇幅對薄熙來及其辯護人在庭審
時提出的辯解和辯護意見進行評判。法庭認為，薄
熙來及辯護人針對控方三宗罪的辯解和辯護意見不
能成立，幾乎都不予採納。但在檢方指控的薄熙來
受賄共計折合2,179萬元（人民幣，下同）中，法院
裁定薄熙來認可徐明支付薄谷開來、薄瓜瓜母子的
134萬元旅行、住宿費用一項，證據不足，不予認
定。因此，法庭最終裁定被告人薄熙來受賄金額接
近2,045萬元。

抗辯理由不獲採信
關於薄熙來及其辯護人所提薄熙來不構成受賄、
貪污、濫用職權罪的辯解和辯護意見，經法庭調
查，起訴指控薄熙來受賄、貪污、濫用職權的事
實，分別有唐肖林、徐明、薄谷開來、王正剛、王
立軍等多名證人的證言及相關物證照片、書證、電
子數據等證據證實，薄熙來亦曾供認其中部分事
實，且其有罪供述與上述證據相互印證，足以認

定，薄熙來及其辯護人的相關辯解和辯護意見沒有
事實和法律依據，不能成立。法庭又認為，薄熙來
在庭審中推翻前述自稱「受到壓力」
，不屬於刑訴
法中的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不符合非法證據排除
的條件。
一審中，檢方指控：2004年至2012年，薄熙來之
子薄瓜瓜在國外讀書期間，徐明為薄谷開來、薄
瓜瓜及其親友支付往返國內外的機票費用、住宿
費用、旅行費用等。對此，薄熙來的辯護人認
為，公訴機關出示的實德集團為薄谷開來、薄瓜
瓜等人支付費用的部分證據存在瑕疵、數額計算
有誤。
經法院查明，根據現有證據，實德集團為薄谷開
來、薄瓜瓜等人支付機票、住宿、旅行費用的主要
事實清楚，但部分機票費用所對應的報銷憑證與在
案其他證據存在矛盾，或者在形式上確有瑕疵。經
法庭庭後核實，相關單位未能作出合理解釋，因此
法院對該部分費用共計134萬元不予認定。辯護人的
該項辯護意見，法院給予了部分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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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為34年來襲港

要 最強風暴的強颱風
聞 「天兔」，昨以駭人
氣勢撲擊本港，天文台
掛起八號風球，「天兔」
風力強大，市面橫風暴
雨，更導致本港海陸空
交通「大癱瘓」
。
詳刊A6

德國大選昨舉行，
選
國 默克爾在選前最後
戰 默 際 的競選講話中大打
打 克 「歐元牌」，指維持歐元
歐 爾 區穩定符合歐洲和德國
元 求 核心利益。報道指，大
牌 連 選結果將為歐洲未來發
展奠定基調。
任
詳刊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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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9月入學的小
一自行收生今起接
受申請，北區「跨
境專網」料尚欠1,850個
學額。若要於「跨境專
網」統一加派，每班或
須加派3人至4人，恐難
續「小班」
。
詳刊A22

教
育

霍
金思
看想
待可
生以
命複
製

物理學家霍金認為
思想好比一部電
腦，人腦則像電腦
程式，原則上人腦可複
製至電腦，在身體以外
獨立存在，假以時日，
或許可令人類能以某種
形式延續生命。
詳刊A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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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入境英國的華
籍女性，為了償還
積欠人蛇集團的龐
大債務等理由不惜賣
身。來自台灣的獨立記
者、台北市前副市長女
兒白曉紅到倫敦一家妓
院臥底，揭發內情。
詳刊A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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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萬達集團投資的
青島東方影都影視
產業園區昨舉行啟
動儀式，萬達落本邀來
荷里活巨星、華人紅影
來助威，眾荷里活大牌
極親民，主動向兩邊影
迷揮手、握手。
詳刊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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