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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案 A13

老调研员受贿又行贿被判 4 年
为他人在国电公司中标提供帮助 上诉被市高院驳回
国家电网公司调研员梅宗华虽已退居二线， 但仍通过向招投标处处长打招呼给予关照的方式，为
湖南一公司的产品在国电公司招标采购中更多中标提供帮助，为此收受好处费 64 万余元。 为帮另一
家公司中标，他还向分管招标工作的负责人行贿 70 万元。 一审因受贿和行贿两罪并罚获刑 4 年、并处
罚金 20 万元后，梅宗华提出上诉，称其收受钱款时已满 60 周岁，这笔费用是正常咨询费。 近日，市高
院终审维持原判。

延庆地税局做好个体户
“
两证整合”准备工作

受贿时年满 60 岁

71岁的梅宗华因涉嫌犯行贿
罪于去年 1月 22日被羁押，次日被
取保候审，后于同年 4月 8日被刑
事拘留，4月 24日被逮捕。
一审查明，梅宗华于 2006年
间，利用其担任国家电网公司调
研员的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通过公司招投标管理中心招
投标处处长张某职务上的行为，
为湖南一家公司的产品在国电公

司招标采购中更多 中 标 提 供 帮
助。为此，梅宗华多次收受该公司
副总经理廖某给予的钱款共 64
万余元。
2013年 4月间，梅宗华为哈尔
滨一家公司的产品能在国电公司集
中招标采购中更多中标，两次送给
作为国电公司分管招标工作的副总
经理张某钱款共 70万元。
一审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梅宗华

有期徒刑 3年，并处罚金 20万元；
犯行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1年 6个
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4年，并处罚
金 20万元。
宣判后，梅宗华上诉否认其
受贿，称收受廖某钱款时已满 60
周岁，廖某给的是正常咨询费。此
外，他是代表涉案公司向张某行
贿，应认定为单位行贿罪，一审量
刑过重。

导，2005年退居二线后担任国电公
司正局级调研员；梅宗华介绍其认
识廖某，并请其关照涉案公司。
梅宗华也供认，他为涉案公司
请托张某等人，为该公司提供帮助
并收受廖某的钱款。同时，廖某、张
某的证言证明了梅宗华利用其本人
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张
某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廖某谋
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符合受贿罪

的构成要件。
此外，涉案公司负责人李某证
明，他没有让梅宗华找张某疏通关系，
梅宗华没有向其透露国电公司招标
内部信息的来源，其给梅宗华的钱款
与其公司中标没有关系，故认定梅宗
华代表公司向张某行贿的证据不足，
梅宗华的行为不符合单位行贿罪。
市高院据此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北京晨报记者 颜斐

退居二线地位高

市高院查明，梅宗华收受廖某
给予的钱款时，虽已年满 60周岁但
并未退休，仍任国电公司调研员，系
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
国家工作人员。廖某证实说，他给梅
宗华钱款的目的是让其帮助涉案公
司在国电公司招标中中标。梅宗华
将其介绍给张某，并让张某在招标
过程中予以关照。
张某证实说，梅宗华是其老领

近日，按照国务院部
署，自 2016年 12月 1日
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税
务登记证的两证合一，个
体工商户登记将统一登
记条件，规范登记流程，
实现部门间的信息共享。
延庆地税局超前谋划、多
措并举，认真做好各项准
备工作。
一是明确办税流程
及要求，做好纳税人提示
告知。主动与工商、国税
及本局征收管理科、办税
服务大厅等多部门沟通
协调，形成由办税服务厅
做好信息确认、信息录入
和维护、提示引导工作，
税务所进行管户分配、税
（费）种认定等后续相关
管理的工作流程，明确纳
税人进行“两证合一”后
的涉税事项办理要求，提

前做好提示告知。
二是全员参与认真研
究学习，做好干部教育培
训。针对由于“两证合一”
工作刚起步，在实际办理
过程中存在干部操作不熟
练的问题，税务所采取集
中培训的方式，责成专人
讲解，按照流程操作指引
实际操作，同时，做好应急
预案的准备工作，及时反
馈并解决，提高税务干部
工作质效。
三是积极完善登记信
息，做好后续管理服务。在
前期信息登记工作中保证
纳税人基本信息完善，符
合登记信息基本要求。同
时，要求税务所主动联系
纳税人，适当采取入户核
查等方式补充完善纳税人
相关涉税信息，为后续税
务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陈胜利）

传递正能量 北京大学生辩论赛启动
北京晨报携手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首场落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大学生作为中国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身上所传递出的
青春能量，往往总能让现实的社会迸发出新的激情。 为了给
当代大学生打造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引导青年学生向社会
传递正能量，北京晨报携手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共同举办北
—
“
青春飞扬·大学生辩论赛”
京人心中的正能量系列活动——
正式启动，首场辩论赛将于 12 月 18 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举办，辩论主题为
“
温饱是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主办方三度携手

将正能量传播进行到底

据悉，此次大学生辩论赛
项目是北京晨报与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继 9月 26日共同
召开“北京人心中的正能量”
论坛后，第三次携手举办的正
能量主题公益活动。在研讨
“北京人心中的正能量”论坛
上，双方邀请了北京儿童医院
超声科主任贾立群、2015年感
动中国人物孙丽娜、小爱也温
暖基金理事长王国祺、北京走
进崇高研究院副院长、第五届
首都道德模范廖理纯等众多
社会公益专家、优秀的正能量
市民代表以及新闻媒体代表
共聚一堂，以亲切走心的方
式，畅谈了对“正能量”的思考

与感受，并总结归纳了“北京人
心中的正能量”的四大关键词，
分别为“坚持、担当、乐观、奉
献”。
论坛圆满落幕后，主办方
并未停止在传播正能量道路上
前行的脚步，而是把目光放在
了代表未来的孩子们身上，10
月 23日，双方再次携手举办
了一场智勇双全小学生挑战赛
的活动，当天从北京市众多小
学中招募的 150名小学生参
与了挑战赛，挑战赛的 4个特
定闯关环节，主办方也是十分
用心的围绕着“坚持、担当、乐
观、奉献”四个关键词进行设
置，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将正

能量的种子播撒到孩子们心
中。
对于此次双方又一次携手
面向大学生群体举办正能量主
题公益活动，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工作人员表示，
“青春是整
个人生旅途中最绚丽，最奇妙，
最灿烂的一站。青春孕育着无
穷无尽的能量等着大学生去挖
掘、去释放、去传递，其中当然
也包括传播社会正能量。希望
他们积极参与此次辩论赛，通
过才思敏捷的激烈辩词，展现
意气风发之青春豪气，传递出
属于当代大学生的青春正能
量。愿每一位学子都可以成为
温暖世界的一分子！”

“
温饱是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成本次辩题

据本次大学生辩论赛项目
工作人员表示，在本月 18日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的辩论
赛中，正反双方大学生代表将
围绕着“温饱是不是谈道德的
必要条件”这一辩论主题进行
激烈的辩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辩论社
相关负责人表示“当今社会，弘
扬正能量之说已渐渐成为人们
的随口之谈，人人都知道正能
量是好的，但有几人能明白正
能量究竟是什么呢？又有几人
在面对道德的难题时可以做出
正确的选择呢？北航辩论社参
与北京晨报、阿里巴巴正能量
共同举办的此次辩论赛，就是
为了引导和激发同学们对于正
能量的思考，让同学们在面对
道德难题时找到属于自己内心
的正确答案。再看我们的辩题，
温饱是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
件，这两者很难说谁对谁错，但
只要大家的心里有一个可以说
服自己的答案就足够了，我们
的比赛也就达到了目的。正能
量绝不是随口一说就出现的，

人们的思考才是弘扬正能量最
好的途径。”
据悉，在 18日的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辩论赛结束之后，主办
方还将继续在北京外交学院、北
京化工大学举办两场不同正能
量主题的辩论赛。
众所周知，一个正能量不断
扩散的温情社会需要社会各界
共同打造。据悉，在传播正能量
的道路上，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已经坚持了逾 3年。自 2013年
7月项目成立起，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就秉持“唤醒人性真善
美”的理念，联合全国 100多家
主流媒体，开展寻找、奖励和传
播社会正能量的行动，截至目
前，已累计奖励正能量人物
2700余人次，累计投入公益金
2600多万元。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认为，每个人都有善心，而
公益需要唤醒与传递，只有爱与
善良的觉醒，才能生发出更多不
约而同的行动，而当所有人都行
动起来，带来的必然是社会和环
境的促进和改变。
北京晨报记者 杨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