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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国徽高悬，法庭庄严。2013 年 8 月 22 日至

26 日，被告人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
案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
庭审理。

被告人的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
记者及各界群众一百余人旁听了庭审。庭审期
间，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新闻发言人，向
庭外的新闻记者介绍情况，并通过官方微博及
时发布了庭审情况。

庭审进行时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大的一间审判庭

——第五法庭内，112 个旁听位置座无虚席。8
月 22 日上午 8 时 43 分，审判长、济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王旭光敲响法槌，宣布开庭。被
告人薄熙来被法警带入被告席。他驻足转身，
向旁听席投下一瞥。

被告人薄熙来，1949年 7月 3日出生，山西
省定襄县人，曾任大连市市长、市委书记，辽宁
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省长，商务部部长，十七
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等职务。
2012 年 4 月 10 日，鉴于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
央决定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委员职务，并由中央纪委对其立案检查。同年
9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
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同日，重庆市人大
常委会罢免了薄熙来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最高
人民检察院以其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决定逮
捕。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经依法指
定管辖，于2013年4月10日以被告人薄熙来涉
嫌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移送济南市人民
检察院审查起诉。7月25日，济南市人民检察院
依法对薄熙来涉嫌犯罪提起公诉。

9 时 10 分，在审判长当庭告知当事人庭审
过程享有的诉讼权利后，法庭调查开始。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增胜等 4
人，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庭支持公诉。杨增
胜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薄熙来单独受贿和共
同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 2179.0587 万元，数额
特别巨大；共同贪污公款人民币 500 万元，数
额巨大；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
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
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
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百
九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应以受贿罪、贪污罪、
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予以数罪并
罚。公诉人指出，起诉书的指控是根据大量事
实证据得出的结论。

庭审过程中，在审判长的主持下，被告人薄
熙来对起诉书指控涉嫌犯罪的事实作了陈述，对
指控予以否认。公诉人和辩护人分别讯（询）问了
被告人。证人徐明、王正刚、王立军出庭作证，控
辩双方对证人进行了交叉询问。公诉人当庭播放
了检察机关询问证人唐肖林、薄谷开来的同步录
音录像，并出示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
解、亲笔供词，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分组
进行了举证。控辩双方针锋相对，进行了对抗性
质证。公诉人指出，被告人没有提出否认指控事
实的证据，陈述、辩解中还存在许多相互矛盾的
地方。法庭对薄熙来及其辩护人的发言申请均给
予了许可，保证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充分时间
发表意见。薄熙来当庭表示，感谢审判长公平公
正，法庭审理是人道的、文明的。

法庭调查结束后，经审判长许可，控辩双
方就案件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
法庭辩论。控辩双方就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
和适用法律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在公诉意见书中指出，
在几天的庭审中，被告人薄熙来不仅对有大量
确凿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予以矢口否认，而且
连自己庭前亲自书写的材料和亲笔供词也予
以推翻；对滥用职权罪，被告人仅承认自己有
错误、负有责任，但同样不承认犯罪。这足以说
明其拒不认罪的态度。

公诉人强调，犯罪事实是客观的，并不随
被告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认定犯罪事实，是
以全案证据为依据，而不是以被告人的口供为
依据。公诉人向法庭提出，根据“宽严相济”的
刑事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被告人罪行
极其严重，又拒不认罪，被告人没有自首、坦
白、检举揭发的情节，不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
节，必须依法从严惩处。

薄熙来在法庭最后陈述时表示：王立军叛
逃在中外形成了恶劣的影响，给党和国家带来
了影响上的损失，我在这个过程中严重误判，
深感愧疚，但没有滥用职权之心。起诉书对我
贪腐的指控是严重失实的，我没有管好家人和
下属，我有大过。我自知我是很不完善的人，我
主观主义，脾气暴躁，我有严重的过失和错误，
我深感治家无方，给国家造成了不良影响。我
诚恳地接受组织的审查，也接受司法机关的审
查。过去 16 个月，办案部门工作人员对我的生
活是照顾的，谈话文明，多数人有素养，当然在
这个过程中我是有压力的。这次审判，让控辩
双方都有机会充分发表意见，还有微博传送了
信息，使我对中国司法的未来增添了信心。

8 月 26 日 13 时 04 分，审判长敲响法槌，宣
布休庭。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薄熙来案审理
结束，择期宣判。

涉嫌受贿
记者在庭审现场了解到薄熙来涉嫌受贿

犯罪的主要事实包括：1999年至 2006年，利用
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2000 年至 2012
年，单独或者通过其妻薄谷开来（另案处理）、
其子薄瓜瓜，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 2179.0587万元。

收受现金——
公诉人指控，2000年至2002年间，薄熙来

利用担任大连市市长、市委书记，辽宁省省长等
职务便利，接受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唐肖林（另案处理）的请托，为该公司接收大连

市驻深圳办事处从而利用该办事处在深圳的土
地进行开发建设提供了帮助，并为唐肖林申请
进口汽车配额提供了帮助。2002 年下半年至
2005年下半年，薄熙来先后三次收受唐肖林给
予的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10.9446万元。

证人唐肖林先后作出的 5 份证言及 4 份亲
笔证词、公诉人当庭播放的2013年5月31日询
问唐肖林的同步录音录像，均详细证明了其通
过在深圳的土地开发建设和申请进口汽车配额
得到利益后，给薄熙来送钱表示感谢的经过。

公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其他多名证人证言
及相关书证，相互印证，证实了贿赂款的来源、
行贿和受贿的过程以及贿赂款的去向。

薄熙来质证提出：唐肖林所说给我送三次
钱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他请托我办的那些事
情都是公事公办。

鉴于薄熙来当庭否认收受唐肖林钱款的
事实，公诉人出示了薄熙来的亲笔供词。薄熙
来承认，唐肖林曾先后三次送给我 13 万美元
和 5万人民币。第一次大约是 2002年在我沈阳
的家中，唐肖林以我儿子在外国学习、谷开来

“陪读”生活开销为由，给了 5万美元。第二次是
2004 年，我到商务部工作时，唐肖林到办公室
看我，捎去 5 万元人民币，说是“添些文具”。我
拿回了家。第三次是 2005 年在我北京的办公
室，他送了 8 万美元，说是给薄谷开来母子，国
外生活需要用钱，表示一点老朋友的心意。钱
我拿回家，放在我书房的保险柜里。

薄熙来及其辩护人提出，在审查期间，薄
熙来的自书材料，是违心和不真实的，要求作
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公诉人指出，被告人薄熙来提出自己的自
书材料是在受到压力情况下写出的，并以此要
求进行证据排除。自书材料是被告人本人所
写，没有办案人员在场。同时，除了自书材料，
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也作出了
亲笔供词和供述，均认可了收受唐肖林钱款的
事实。被告人当庭翻供，却说不出合理的翻供
原因，而且他的辩解存在矛盾，根据司法解释，
其庭前供述应当予以采信。

针对薄熙来所说“公事公办”，公诉人指
出，按照刑法规定，受贿人为他人谋取利益，无
论是正当还是不正当利益，即使是公事公办，
但只要有权钱交易，就构成受贿罪。

收受房款——
起诉书指控，1999年至 2006年，被告人薄

熙来利用职务便利，接受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徐明（另案处理）的请托，为该公司收
购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建设定点直升飞球项
目、申报大连双岛湾石化项目、列入商务部原
油成品油非国营贸易进口经营备案企业名单
等事宜提供了帮助。2001年至 2012年，薄熙来
通过薄谷开来、薄瓜瓜先后多次收受徐明给予
的巨额财物。

法庭调查显示，2001 年 7 月 9 日，薄谷开
来 用 其 收 受 徐 明 给 予 的 购 房 资 金 ，以
231.86047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1624.9709 万
元）购买了位于法国尼斯地区戛纳市松树路 7
号的枫丹·圣乔治别墅。从公诉人提交法庭的
证据可以了解到，这是一座 350 平方米的三层
别墅，带有独立花园、游泳池、车库，总占地面
积 3950平方米，相当于多半个标准足球场。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的证据表明，薄谷开来
和她的朋友、法国建筑设计师帕特里克·亨利·
德维尔等人精心设计实施了一套以公司而非
个人名义且法律关系极为复杂的购房方案
——德维尔称之为“蒙太奇计划”——通过在
海外注册多家公司，利用复杂的股权结构，用
以隐瞒薄谷开来其家庭在海外拥有房产的情
况，并尽量减少购房税费。

薄谷开来的证言说，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
们家在海外购买了房产，我怕和海外资产有染
连累家人，不想给薄熙来在政治上造成影响。

检察机关通过缜密侦查，掌握大量书证和
证人证言，逐步梳理出了深埋在这个“蒙太奇
计划”之中的薄熙来受贿路线图：徐明出资
——以公司名义购买——薄谷开来实际控制
别墅——薄熙来知情。

徐明当庭的证言和薄谷开来的证词一致
证明，当薄谷开来向徐明表达了想在法国购买
某处别墅后，徐明当即表示由他来提供购房资
金。徐明说，为了讨好薄谷开来和薄熙来，日后
能得到薄熙来给予的更大帮助，我提出由我支
付购房资金。检察机关调取的相关转款财务账
证，证明了购买这套别墅的出资人正是徐明。

证据显示，为购买这套别墅，薄谷开来等
人在境外注册了 3 家公司，此外还至少涉及 4
家外国公司和 1 家外国银行。在最初注册成立
的公司中，薄谷开来和德维尔名义上各持有
50%的股份。这是为了符合当地法律关于成立
公司必须有两个股东的规定。但实际上德维尔
是代薄谷开来持有股份。

德维尔在亲笔证词中表示，他没有对公司
做任何的投资，实际上是替薄谷开来持有股
份，“她始终是真正的所有人。”

薄谷开来多次确认，“别墅自始至终都是
我的资产，我是房子的持有者、所有权人。”

在公诉人举证之后，薄熙来发表质证意见
说，我相信检察机关收集的大量证据都是确实
存在的，但是这些证据只能证明薄谷开来搞了
这么一套房子，并不能证明这套房子与我本人
有何关系。我对于尼斯房产的事儿毫不知情。

公诉人接下来出示的证人证言显示，薄熙
来对徐明出资为其家购买别墅一事是知情的。

法庭上，公诉人播放了 2013 年 8 月 10 日
询问证人薄谷开来的同步录音录像，出示了她

的相关证言，并播放了检察机关经依法搜查，
从薄谷开来家中电脑里提取的由她本人制作
的圣乔治别墅的数码幻灯片。

薄谷开来说，在法国尼斯戛纳购买别墅后，
我在别墅拍了很多照片，设计了两套幻灯片，是
为装修和出租使用的。我做的幻灯片是动感的，
三秒钟切换一张图片，有英文的诗，还有音乐伴
奏。幻灯片做好以后，我回国带回沈阳家里，徐明
来我家时，我在电脑上播放给他看，看的时候，瓜
爹（指薄熙来）下班回来了，我们就一起看，徐明
说我有才，瓜爹就在旁边开玩笑，说我特懂艺术，
就是个艺术家。我主动告诉他，我让徐明出资在
法国买了房产，是作为保值投资的，将来留给瓜
瓜，作为经营性物业，对外出租，可以有稳定的收
入。我说这话的时候徐明应该在场。

徐明对他和薄熙来、薄谷开来一起在薄熙
来家中看幻灯片的情节予以证实，并称当时薄
谷开来向薄熙来明确讲明了别墅是她让徐明
出资在法国购买的，将来薄瓜瓜可以有稳定的
收入。徐明回忆说，后来我们又聊了几句我就
起身离开了。在这个过程中所说的原话我记不
准了，但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的。

薄谷开来说，薄熙来还问我这样做是否安
全，我说购买的过程很复杂，不是以我们的名
义购买的，此事很安全，让瓜爹放心。

公诉人向法庭提交了徐明的证言，其中证
实了薄熙来对这套别墅知情的一个重要细节：
2004 年 7 月，薄谷开来说房产已经办好了，最
近薄熙来会为这事找我。不久，薄熙来亲自给
我打电话，让到商务部找他。见面后，在谈话中
薄熙来强调说对这件事一定要保密，任何时候
他都不知道这套房产的事情。我说“明白”。

薄熙来当庭表示，公诉人举出的有关这个
房产的大量证据，就像一个巨大的球，想要证
明和我有关的就是球上那一根细细的线。这根
线就是在我沈阳家中看幻灯的那个情节。而这
个情节是不存在的，薄谷开来和徐明的证言都
是虚构的。

公诉人指出，薄熙来一方面称公诉人当庭播
放的别墅幻灯片“我和大家一样也是第一次见
到”，另一方面又说在模糊的印象中在家里看到
过；一方面辩解徐明是薄谷开来的朋友而不是自
己的朋友，另一方面又无法对徐明拥有车辆通行
证可以随意进出商务部作出解释。在与徐明当庭
对质过程中，薄熙来对徐明证明的“三人共看别
墅幻灯片”和“商务部攻守同盟”两个基本情节也
无可否认。同时，薄熙来的大量辩解与起诉指控
的事实和证据并没有关系，只是他对事实的不同
理解，而又不能举出相关证据对自己的观点加以
证明，其辩解不是自相矛盾、就是苍白无力。

辩护人当庭就相关证据的合法性、证人证
言的真实性、以及法国尼斯房产权属等提出辩
护意见。公诉人一一予以回应。

收受其他财物——
检察机关调取的大连实德集团数十笔财

物报销凭证和多位证人证言显示：2004 年至
2012 年，薄谷开来和薄瓜瓜收受徐明支付的
国内国际机票、住宿、旅行费用，偿还信用卡欠
款费用，以及购买的一辆电动平衡车等，共计
折合人民币 443.1432万元。薄谷开来将让徐明
出资提供上述资助事宜告知了薄熙来。

薄谷开来在证言中称，薄瓜瓜到国外上学
经常往返国内国外，他的老师全家来北京，以
及国外的朋友、同学 40 多人来京旅游，他们的
飞机票、住宿费都是我让徐明支付的，徐明很
痛快就答应了，并安排公司工作人员来办。

薄熙来家的工作人员张晓军具体负责联系
徐明公司的工作人员购买机票。他在证言中说，
机票主要有三类：一类是薄瓜瓜在国外读书期
间从国内往返英国、美国；一类是薄瓜瓜出国旅
游，比如 2006 年去德国看世界杯，还去过威尼
斯、阿根廷、古巴、巴黎、非洲等地；还有一类是
为薄瓜瓜的朋友、同学、老师等购买的机票。

大连实德集团相关工作人员证实，2011年
8 月，按照董事长徐明的安排，为薄瓜瓜及其亲
友支付非洲旅行费用就有130841美元。其中为
他们从某航空服务公司租用私人飞机用于迪拜
至乞力马扎罗的往返旅程，花费 8万美元，预定
非洲境内的酒店和行程等，共计50841美元。这
笔钱是从徐明的私人账户中支付的。

大量证据表明，从 2004 年开始，一直持续
到案发前，薄谷开来、薄瓜瓜等人收受徐明代
为支付的机票费用多达 76次。

法庭上，薄熙来称，别说是 76 笔，就是 760
笔也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对这些机票报销一
无所知，薄谷开来、薄瓜瓜等人从来没有跟他
提到过机票的问题。

辩护人提出，薄熙来并不具体了解每一笔
财物的收受情况。

针对薄熙来提出的“他对这些机票报销一
无所知”，公诉人指出，对于薄谷开来收受徐明
支付薄瓜瓜“衣食住行”等费用的事实，在案证
据证明薄熙来不仅知情，而且对权钱交易的本
质有明确的认知。

薄谷开来在证言中说，徐明帮助我、瓜瓜
及他的朋友支付机票住宿等费用。徐明和我们
之间的经济往来薄熙来是知道的。我向薄熙来
推荐过徐明，我说徐明很可靠，对我和瓜瓜不
错，为瓜瓜上学提供帮助。

薄熙来在自书材料中曾写道：徐明为我
家、为谷开来，尤其为薄瓜瓜在国外留学提供
了大量的资助，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交
易，即我帮了他“快发展”，他则帮我“带孩子”。

薄谷开来在证言中说，其实徐明和我们交
往，他看中就是薄熙来的职务，才和我们交往，
我们提出的要求他都满足。

公诉人指出，薄熙来与薄谷开来的夫妻关
系决定了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在这种共同利益
的驱使下，形成了“丈夫利用权力为请托人办
事，妻子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共同受贿模式。在
这样的模式下，不论薄熙来对薄谷开来收受财
物的知悉是概括的还是具体的、是事前明知还
是事后知情，都不影响其与薄谷开来构成共同
受贿犯罪。

涉嫌贪污
公诉人指控，2000 年，薄熙来担任大连市

委书记期间，直接负责了上级单位涉密场所改
造工程。该工程由时任大连市城乡规划土地局
局长王正刚（另案处理）承办。2002 年工程完
工后，上级单位拨款人民币 500 万元给大连市
政府。王正刚以工程涉密、款项不好入账为由，
向已调任辽宁省省长的薄熙来请示如何处理
该笔工程款。

王正刚在出庭作证时说，我第一次向薄熙
来请示时，他表示考虑考虑再说。过了一周，我
又去沈阳见薄熙来。我想，这笔工程款大连没
有其他人知道，不如留给薄熙来补贴家用，也
算表达我对他提拔任用我的感谢。当与薄熙来
见面时，我就对他说了这个想法。薄熙来想了
一会儿说：那就这么办吧，具体的事你去找薄
谷开来。他还给薄谷开来打了电话。

薄谷开来证实，薄熙来在辽宁任省长期
间，一天，他告诉我，“王正刚想找你一下”，我
说他找我干什么，薄熙来说，你的律师事务所
不是关了吗，你不是老埋怨我吗？王正刚可以
帮帮你的忙，给你一笔钱，数额挺大的，薄熙来
让我和王正刚直接谈，当时我就明白了。因为
当时我律所关了，我陪瓜瓜在英国读书，开销
又大，钱比较紧张，瓜爹是非常清楚的。

询问笔录显示：办案人员询问薄谷开来，
薄熙来说的“帮帮你”是什么意思？薄谷开来回
答说，我和瓜爹说话都是心照不宣的，说话不
用说的太明白，王正刚其实就是有一笔钱要给
我和薄熙来，我们都非常清楚。

多名证人的证言和检察机关从多家银行
调 取 的 转 账 凭 证 均 表 明 ，从 2002 年 5 月 到
2005 年 3 月，从上级单位拨付的 500 万元工程
款陆续全部转到了薄谷开来指定的账户。

薄谷开来亲笔证词说：“事情完成后，我告
诉了薄熙来是如何处理的。事情都办好了，王
正刚给的钱收下了。”

法庭上，薄熙来在回答公诉人提出的王正
刚是否向他汇报过这个工程、是否汇报过上级
单位拨付 500 万元、是否提出将这笔款项给他

“补贴家用”等问题时，称他记不清。薄熙来说：
“我现在印象模糊，在组织审查我的时候他们
提到过这个事，其实我印象里已经没有这个事
情了”，“我记不清了，但办案人员向我提示后，
我模模糊糊记得有这个事情”。薄熙来还提出
王正刚证言不合常理、不可信。

公诉人指出，在上级单位拨付 500 万元公
款后，经王正刚提议留给薄熙来补贴家用，薄
熙来当即让王正刚和薄谷开来具体商议，并给
薄谷开来打了电话。这些事实得到王正刚的当
庭证言和薄谷开来的亲笔证词相互印证。

公诉人还出示了薄熙来 2013 年 4 月 2 日
的亲笔供词：我同意王正刚去找薄谷开来商
量，开了口子。王与谷商量后，我也没去追问，
放任了此事。此款已进入我妻子相关的账户，
造成了公款私用，这中间，王正刚找过我，我又
给谷开来打过电话，责无旁贷，我愿认可检察
机关经分析确认后的调查结果，同时为此承担
法律责任。对此事的发生，我很惭愧，很懊悔。

针对上述亲笔供词，薄熙来称，这是他上
纲上线的自我批判，而且是在承受极大压力之
下写的。薄熙来说，这个笔录从头到尾我都坚
持没有贪占这笔款子的主观故意。我懊悔的是
自己马虎大意太粗心了，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没
有把好关。

薄熙来及其辩护律师提出，起诉指控贪污
罪的主要依据是王正刚证言，但综合全案证据
可以证明，王正刚没有去见过被告人，也没有
去说过 500万元工程款的事情。

公诉人表示，对这一关键事实，尽管被告人
辩解其没有贪占故意，但证人证言内容一致，均
指向被告人。不仅有王正刚、薄谷开来的证言，
还有帮助转款的相关证人的证言，以及转款的
公司账目、银行凭证等书证相互印证。上述 500
万元公款落入薄家私囊的整个过程是清楚的、
连贯的、完整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

涉嫌滥用职权
2012 年 1 月至 2 月间，薄谷开来涉嫌故意

杀害英国公民尼尔·伍德一案（“11·15案件”）被
揭发、王立军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被免、王
立军叛逃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这一连串事
件背后，作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
委书记的薄熙来，又有哪些所作所为？

起诉书指控：薄熙来“违反规定实施了一
系列滥用职权行为。”

“打”——
2012 年 1 月 28 日，薄熙来听取了王立军

关于薄谷开来涉嫌杀人的汇报。次日，他斥责
王立军诬陷薄谷开来，打了王立军耳光并摔碎
茶杯。

在法庭上，证人王立军回忆了当时的场
景。王立军称，薄熙来对我进行打骂，实际上是
用暴力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让我继续对

“11·15案件”进行调查。
当时也在场的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

郭维国的证言印证了王立军的说法：薄熙来把

我也叫去，还当着我面打骂王立军、摔茶杯，也
是在做样子给我看，目的是要震慑我，好让我
别再说出薄谷开来有杀人嫌疑这样的话来。说
白了，薄熙来就是用他的权力阻止公安机关继
续对“11·15案件”进行侦查。

“查”——
法庭调查显示，在打完王立军当天，薄熙

来根据薄谷开来的要求，同意由时任重庆市委
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吴文康对根据王立军
授意以辞职信方式揭发薄谷开来杀人案的

“11·15案件”承办人王智、王鹏飞进行调查。
王立军叛逃后，按照薄熙来的要求，重庆

市公安机关对王鹏飞进行审查，并以涉嫌诬告
陷害罪立案侦查；经薄熙来提议和批准，重庆
市委组织部取消了王鹏飞重庆市渝北区副区
长候选人提名人选资格。

“免”——
2012 年 2 月 1 日下午，薄熙来主持召开市

委常委会议，免去王立军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职务。按照薄熙来的要求，市委组织部
于次日宣布了该决定。

薄熙来在法庭上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考虑
得不慎重、有失误。现在一直说我免掉王立军
局长的职务，这是错误的，我只是调整了王立
军的分工，让他负责工商、教育、科技，我绝无
贬低他的意思。

审判长问：被告人薄熙来，你刚才所说的
意思是，你对王立军是调整分工，不是免去他
公安局局长的职务，是这样的吗？

薄熙来答：我确实是免掉了王立军的公安
局局长职务，但这是一个调整分工的过程。

公诉人出示的书证表明，中央规定，地方
党委决定任免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征得上
一级政法部门党组（党委）同意。相关证人证言
指出，在有几位同志提醒的情况下，薄熙来仍
旧违规、越权决定免去王立军市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职务。

王立军、王智、王鹏飞等人在证言中均指
称，薄熙来当时作为重庆市主要领导，在有人
向其揭发其妻涉嫌杀人后，非但不要求对“11·
15 案件”重新调查，反而采取一系列手段阻止
继续查办案件。

记者在庭审现场了解到，2012 年 2 月 6 日
王立军叛逃后，薄熙来纵容没有国家工作人员
身份的薄谷开来参与王立军叛逃事件的研究
应对，并同意薄谷开来提出的由医院出具王立
军精神疾病诊断证明的意见。2 月 7 日，薄谷开
来和吴文康协调重庆有关医院出具了王立军

“存在严重的抑郁状态和抑郁重度发作”的虚
假诊断证明。2 月 8 日，薄熙来批准对外发布王
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的虚假消息。公诉人指
出，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使广大人民群众对
国家机关公信力的严重质疑，造成了特别恶劣
的社会影响。

在就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事实进行质证的
过程中，被告人薄熙来及其辩护人提出，王立
军、薄谷开来等证人与薄熙来存在重大利益冲
突，其证言的客观性、真实性存在疑问。薄熙来
还表示，滥用职权行为跟自己无关。

公诉人认为，王立军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
一致且与其他证人证言、书证相互印证，真实
可靠。

公诉人指出，一系列证据证实：薄熙来身
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和不正确履行
职权，是导致“11·15 案件”不能及时依法查处
和王立军叛逃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并造成特
别恶劣的社会影响，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
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其行为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滥用职
权罪构成要件。

庭审前后
8 月 26 日上午，控辩双方展开法庭辩论。

11 时许，经薄熙来本人同意聘请的辩护律师北
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贵方、王兆峰开始发
表辩护意见。辩护人说，被告人在庭前告诉我
们，他依赖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的职业忠
诚和职业能力。

庭审结束时，李贵方在法庭内接受了新华
社记者的采访。他表示，庭前，我们依法查阅了
全部案卷材料，复制了相关证据，并 20 多次会
见被告人，就辩护思路等与薄熙来充分交换了
意见。在这几天的庭审中，我们主要是围绕公诉
人指控的罪名和相关诉讼程序，进行辩护。特别
是对被告人和我们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
的一些问题，我们依据事实和法律充分发表了
辩护意见。我们相信，法庭能够在充分重视和听
取辩护意见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公正裁决。

据记者了解，在案件侦查阶段，办案人员
调查了 97 名相关当事人和知情人员，掌握了
大量证据，并依法告知薄熙来有权委托律师。
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提讯了被告人，既注
意收集有罪供述，也对其合理辩解依法研究认
定。检察机关依法告知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安排专人为辩护人查阅案卷提供了帮助。

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由济南
市人民检察院于今年 7 月 25 日向济南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
辖，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组成合议
庭，向被告人及时送达起诉书副本，告知了相
关诉讼权利。依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司法
解释的相关规定，8 月 14 日，合议庭组织公诉
人、被告人、辩护人召开庭前会议，就案件的管
辖、回避、公开审理、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调取
新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
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8 月 18 日，济
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就公开开庭审理案件
的时间、地点发布公告，并向被告人及其辩护
人分别送达了开庭传票和出庭通知。

济南市天桥区居民孔祥英说，我是第一次
旁听涉及高级别官员案件的法庭审理。通过旁
听庭审，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案情。薄熙来曾
经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我相信人民法院一定会作出公正裁决。

（新华社济南 8月 27日电）

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庭审纪实
新华社记者 霍小光 杨维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