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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在吉林长春一审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据
法院审理查明，傅政华犯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其中敛财数额超1.17亿。

当天，同为“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的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也在吉林长春一审被
判死缓。据法院审理查明，王立科犯受贿、行贿、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伪造身份证件罪，其中敛
财4.4亿余元。

“孙力军政治团伙”又有两人一审获刑

傅政华、王立科死缓

正部级“老公安”

傅政华1955年3月出生，曾
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
长。2013年8月开始在公安部
工作，历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
副书记（正部长级），公安部党
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2018
年3月他转岗司法部部长、党组
副书记，2020年5月调往全国政
协任职。

2 0 2 1年1 0月，傅政华
落马。

今年3月，傅政华被双开。
纪委的“双开”通报措辞严厉：

从未真正忠诚于党和人
民，彻底丧失党性原则，毫无

“四个意识”，背离“两个维护”，
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行
极为卑劣，投机钻营，利令智
昏，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
手段；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
拉帮结派，结党营私；

在重大问题上弄虚作假、
欺瞒中央，危害党的集中统一；

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长
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造成
恶劣影响；

长期违规领用和携带枪
支，形成严重安全隐患；

对纪法毫无敬畏，执法犯
法，徇私枉法，擅权专断，恣意
妄为，造成严重恶劣政治后果；
长期搞迷信活动，对抗组织
审查；

特权思想极为严重，生活
奢靡享乐，长期违规占用多套
住房、办公用房和多辆公车供
个人及家庭享受，长期安排多
名公职、现役人员为个人及家
人提供服务，频繁接受高档宴
请和旅游安排；

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
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
为他人谋取利益，严重破坏政
法队伍政治生态；贪婪腐化，大
搞权钱交易，非法收受巨额
财物。

“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

傅政华是公安部原党委委
员、原副部长孙力军政治团伙
成员之一。公开报道中，“孙力
军政治团伙”成员共有7人。

今年1月，电视专题片《零
容忍》披露，包括孙力军本人在
内，政治团伙成员有江苏省委
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
重庆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
局长邓恢林，上海市原副市长、
市公安局原局长龚道安，山西
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
刘新云。

今年3月，傅政华的“双开”
通报披露，他也参加了“孙力军
政治团伙”。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审

理室副主任孙东升在《零容忍》
中指出，孙力军案件是一个典
型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
的案件，特别是这些人顶风违
纪、知法犯法，结党营私，搞团
团伙伙，贪污贿赂数额巨大，影
响非常恶劣，是十九大以来查
处的最严重的案件之一。

“孙力军政治团伙”中
首个有“重大立功表现”者

从法院披露的信息来看，
傅政华涉嫌两罪——— 受贿罪和
徇私枉法罪。

几个细节值得一提。
其一，傅政华受贿的数额

过亿，敛财时间节点从2005年
到2021年。“孙力军政治团伙”
中，3人敛财过亿，傅政华是首
个获刑者。

2005年至2021年，被告人
傅政华利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
副局长、局长，北京市委常委，
公安部副部长，中央政法委员
会委员，司法部部长及全国政
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
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
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
调整、案件处理等方面提供帮
助，本人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
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
币1.17亿余元。

第二，傅政华还涉嫌徇私
枉法罪。傅政华是十九大后，
首个涉嫌徇私枉法罪的“老
虎”。

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至
2015年，傅政华在担任北京市
公安局局长期间，对其弟弟付
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线索隐
瞒不报，不依法处置，致付卫华
长期未被追诉。

第三，傅政华“有重大立功
表现”。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傅政华受贿数额特别巨大，
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
特别恶劣，使国家和人民利益
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
判处死刑；傅政华徇私枉法，情
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
劣，亦应依法惩处，并与其所犯
受贿罪并罚。鉴于傅政华归案
后如实供述罪行，尚能认罪悔
罪，积极退赃，提供其他重大案
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重大立
功表现，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
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
即执行。根据傅政华犯罪的事
实、情节和对国家、社会造成的
严重危害，决定在其死刑缓期
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
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
释。傅政华“有重大立功表现”
这一细节，也是首次披露。

省级政法委书记主动投案

王立科是十九大以来第一
个落马的省级政法委书记，也
是十九大以来首个主动投案的
省级政法委书记。

公开资料显示，王立科
1964年12月出生，今年57岁，
长期在辽宁省任职，担任过辽
宁省大连市政府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辽宁省公安厅副厅
长等，2013年3月，他跨省赴江
苏，后成为江苏省公安厅厅长
（至2017年卸任）。

2015年11月，王立科履新
江苏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
记，5年后主动投案。

2021年9月22日，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经中共
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对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
书记王立科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立案审查调查。

据最高检官网2021年10
月12日消息，江苏省委原常委、
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涉嫌受
贿、行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
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

法院审理查明，1993年至
2020年，被告人王立科利用担
任辽宁省北镇满族自治县公安
局副局长、北宁市公安局局长、
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葫芦岛
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辽宁
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江苏省副省
长、省公安厅厅长及江苏省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的
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
利条件，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贷
款办理、职务调整、案件办理等
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伙同
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他人给
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4
亿余元。王立科为谋求本人及
他人职务晋升等不正当利益，
先后多次向公安部原党委委
员、副部长孙力军等人行贿共
计9731万余元。王立科明知娄
河涉黑犯罪组织从事违法犯罪
活动，充当该组织的“保护伞”，
长期放任该组织实施违法犯罪
活动，帮助该组织逃避查禁与
打击，并为该组织协调银行贷
款，致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称霸
一方，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
生活秩序。王立科还利用职权
为其本人及亲属、特定关系人
等违法办理多份虚假身份
证件。

曾想让《人民的名义》停播

2021年9月22日晚，金盾
影视中心主任、电视剧《人民的
名义》总监制李学政发文，披露
王立科曾想让该剧停播。

李学政表示，自己经有关
部门的首肯，把王立科当年强
行干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播
出的问题提出来。比如，王立
科下令删除所有支持剧组工作
的江苏政法部门的“鸣谢”单
位，并粗暴指责有关部门对剧
组拍摄工作的支持行为，还向
有关部门领导强烈反映这部电
视剧的“危害性”，要争取“停
播”等等。

《人民的名义》讲述了当代
检察官维护公平正义、查办贪
腐案件的故事，于2017年3月首
播，创下收视热潮，成为现象级
作品。该剧的主要拍摄地为江
苏省会南京，而王立科时任江
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送9000多万攀附孙力军

2022年1月15日晚8时，由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电
视专题片《零容忍》第一集《不
负十四亿》，在中央电视台综合
频道播出，引起热烈反响。

据纪录片介绍，王立科被
提拔为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
大连市公安局局长后，在一次
公务中，认识了当时在公安部
担任办公厅副主任的孙力军。

王立科说：“我认识他的时
候应该是2008年的下半年，他
到省厅考察，觉得他是公安部
领导，很年轻。”在王立科眼中，
孙力军岗位重要、上升空间很
大，于是借各种机会拉近关系。

孙力军说：“王立科每年大
概四五次来北京，每次都给我
30万美金，放在一个小的海鲜
盒里面。他每次来就说，我给
你送点‘小海鲜’，我就知道怎
么回事儿了。”

王立科历年送给孙力军的
“小海鲜”，到案发时累计折合
9000多万元，而孙力军也没有
让他失望。

孙力军交代，王立科去了
江苏当副省长、公安厅长，后来
又当了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这一路他都提供了帮助。
他把王立科当作自己人。

目前，“孙力军政治团伙”
成员中，有5人已经宣判。

除了傅政华和王立科之
外，邓恢林、龚道安和刘新云均
在9月21日获刑。

今年7月8日，孙力军受贿、
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
一案开庭受审，尚未宣判。

另外，曾参加“孙力军政治
团伙”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
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原组
长、国家安全部原党委委员刘
彦平，在9月初被决定逮捕。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人民
日报客户端

最大分差63分创纪录

女篮世界杯
中国首战胜韩国

新华社悉尼9月22日电
2022年女篮世界杯22日在
澳大利亚悉尼开赛，中国女
篮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以
107:44大胜韩国队。

63分是中韩女篮交手历
史上的最大分差。本场比
赛，中国队内线大将韩旭有
13分和15个篮板入账，杨力
维、李梦均得到全场最高分
的14分，李缘贡献12分和4
次助攻，李月汝拿下9分和7
个篮板，潘臻琦得到11分。
中国队全场抢下58个篮板
球，是韩国队的两倍。

中国队当天首发派出王
思雨、杨力维、李梦、黄思静
和李月汝。开场后全队迅速
进入状态，打出16:2的进攻
高潮，首节结束以27:11
领先。

韩国队第二节手感全无
仅得9分；上半场结束中国队
以54:20遥遥领先，比赛几
无悬念。下半场中国队进攻
火力依旧凶猛，两队分差被
进一步拉大。

和中国队同处A组的美
国队和波多黎各队当天分别
击败比利时队和波黑队。中
国队将在23日对阵波黑队。

2022年女篮世界杯共
有12支球队参加，分为两个
小组，小组前四名晋级八强。

欧盟酝酿新一轮对俄制裁

或废除对俄制裁
“一票否决权”

据新华社电 欧洲联盟
消息人士披露，针对俄罗斯
局部动员，欧盟正在酝酿新
一轮对俄制裁，同时考虑就
涉俄举措表决时取消成员国
的一票否决权。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日
援引一名欧盟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欧盟肯定会加快第八
轮对俄制裁的决策过程，把
更多俄罗斯官员列入制裁名
单，扩大对俄罗斯经济直接
打击范围，预期28日将公布
制裁方案。

消息人士说，新一揽子
制裁措施可能包括对俄石油
出口施加价格上限内容。只
是，欧盟内部对此仍有分歧，
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一些国家
担心俄方可能会以削减石油
供应来应对“限价”，加剧本
国能源危机。

欧盟重大决策程序采取
协商一致原则，每个成员国
都有权“一票否决”。

今年早些时候，匈牙利、
保加利亚等国以动用否决权
相威胁，迫使欧盟同意在实
施俄罗斯石油进口禁令时给
予这些国家豁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