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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官妻子收钱买车 被判受贿罪
2016 年 12 月 28 日，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 17 办原主任、正局级专职监事王克勤的妻子张绍霞因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所得收益罪被取保候审。 北京市二分检指控张绍霞掩饰、隐瞒所得的金额为 870 万元，但是法院审理后，更改了罪名。

细节 1

女子被控帮丈夫收钱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
控：王克勤利用担任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监事会第 17 办事
处主任等职务之便， 在 2014 年至
2016 年间，为王某 2、闫某、孙某、王
某 3 等人， 在承接中央企业工程项
目、股权转让、介绍应届毕业生入职
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张绍霞在明

知王克勤收受的 870 万元钱为非法
收入，但仍然予以窝藏，将钱款用于
家庭使用。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绍霞明
知是犯罪所得的财物仍以窝藏等方
式掩饰、隐瞒，情节严重，应当以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被告人张绍
霞的刑事责任。

法院审理后更改罪名
在庭审中，张绍霞对公诉机关的
指控没有异议，表示认罪、悔罪。
张绍霞的辩护人表示，张绍霞认
罪、悔罪，已积极退还全部赃款，系初
犯，社会危害性较小，且是为其配偶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建议法庭对其
酌情从宽处罚。 辩护人还辩称，对于
公诉机关指控张绍霞掩饰、隐瞒王某
2 等人给予的 150 万元的事实，张绍
霞系被动参与，没有事前预谋，也没
有为请托人与王克勤之间牵线搭桥，
不构成受贿罪。
但是，法院审理后，更改了罪名。
法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证明，张绍

霞与王克勤系夫妻关系，在家庭分工
中，由张绍霞具体管理家庭收入，支
付家庭开支。 张绍霞虽然明知王克
勤交给其的部分钱款系非法收入而
用于家庭开支，但没有证据证明其系
为逃避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的追究
而对上述钱款实施窝藏、 转移等行
为，故张绍霞没有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的主观故意，不符合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因此，公
诉机关对张绍霞掩饰、隐瞒闫某、孙
某、 王某 3 给予人民币 720 万元的
指控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
院认定张绍霞的罪名为受贿罪。

厅官夫妻双双获刑
法院认为张绍霞明知王某 2 等
人对其担任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第
17 办事处主任的丈夫王克勤有请托
事项，仍帮助王克勤非法收受王某 2
等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
受贿罪，依法应予惩处。 鉴于张绍霞
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
且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积极退缴全部赃款，认罪、悔罪，法
院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2017 年 12 月 20 日， 二中院做
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张绍霞
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五万元。
此前，在 2017 年 9 月 29 日，二
中院对王克勤做出一审判决，法院经
审理查明，2006 年至 2016 年 6 月，
王克勤利用职务便利，在承接中央企
业工程项目、股权转让、介绍应届毕
业生入职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本
人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张某 1、王
某 2 多次收受或索取贿赂共计人民
币 970 万元。
二中院以受贿罪判处王克勤有
期徒刑 11 年，并处罚金 100 万元。

收钱 150 万买奥迪车，丈夫出事后退车
法院查明，2016 年 4 月至 2016
年 7 月间，王克勤（已判刑）利用职务
便利，为王某 2、赵某承接工程项目
提供帮助。 2016 年 6 月，王某 2、赵
某筹资人民币 150 万元后， 王某 2
提出为王克勤购买车辆，王克勤让王
某 2 直接与其妻子被告人张绍霞联
系。 2016 年 6 月 17 日，王某 2 向张
绍霞提供的银行账户内汇款人民币
150 万元。
王克勤称，2016 年 6 月 17 日左
右， 王某 2 向张绍霞的银行卡转款

150 万元。 2016 年 6 月 25 日，张绍
霞到奥迪 4S 店， 用 78 万元买了一
辆奥迪 A8 轿车。 过后，王某 2 经常
给其打电话催促。其觉得王某 2 胃口
太大， 就让张绍霞把 80 万元以转账
的形式退还给他了。
张绍霞的供述称，王克勤被组织
找去谈话后，其怕这辆车对王克勤有
影响，2016 年 9 月中旬，其给王某 2
打电话，让他把车开走，还和王某 2
一起将这辆奥迪车过户给他的女朋
友贾某。

细节 2

声称儿子结婚，向商人借 400 万
法院查明，2014 年间，王克勤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为闫某实际控制的
公司股权转让提供帮助。 2014 年下
半年，王克勤将一张写有被告人张绍
霞名字和银行账号的纸条交给闫某，
2014 年 10 月 24 日、2014 年 11 月
4 日，闫某通过他人向该账号先后两
次汇款，共计人民币 400 万元。 张绍
霞明知上述钱款系王克勤的非法收
入，仍将该钱款用于归还家庭借款。
闫某称，2014 年下半年，王克勤
称中纺集团要召开有关粮库合作方
面的会议，让闫某参加。会议结束后，

王克勤把其留下，说他可以给中纺集
团的领导推荐收购其粮库，以及他儿
子结婚需要钱，向其借 400 万元。 王
克勤在桌子上顺手推给其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张某 1 的名字和一个银行
账号， 王克勤说这是他爱人的账号。
后他让朋友分两次汇款 400 万元。
2015 年 10 月左右，闫某和中纺集团
签订了合作协议。
张绍霞的供述称，其不知道闫某
为什么给其转 400 万元。 其收到钱
后告诉了王克勤。 这 400 万元王克
勤让其归还他向余某的借款了。

细节 3

行贿款放在车里，用作家庭支出
法 院 查 明 ，2015 年 下 半 年 至
2016 年 6 月， 王克勤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为孙某任法定代表人的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提供帮助。 其间，张绍霞
明知王克勤收受孙某的人民币 70
万元系非法收入，仍将该钱款用于家
庭使用。
孙某称，2015 年下半年，其对王
克勤说想买个粮库和中纺集团合作，
王克勤说可以考虑。为了让王克勤帮
忙，其请王克勤、张绍霞吃饭，饭后，
其把一个装有 20 万元现金的手提

袋放在了王克勤夫妇的车后座上。
2015 年底， 孙某再次请王克勤夫妇
吃饭，饭后，其把一个装有 20 万元
现金，另一个装有 30 万元现金的袋
子放在他的车后座上。 2016 年上半
年， 王克勤推荐了位于榆树市的粮
库，其购买了这个粮库。 之后其让王
克勤介绍中纺集团的人收购这个粮
库的股份， 与中纺集团成立合资公
司，但最终没有办成。张绍霞供述称，
回到家后， 她发现袋子里是现金，这
些钱款用作家庭支出了。

细节 4

帮助 7 人安排工作受贿
法院查明，2006 年至 2016 年 6
月， 王克勤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
7 人入职提供帮助，并将上述钱款交
给张绍霞用作家庭支出。
王某 3 在证言中称，他的亲戚或
朋友的孩子入职国企工作找过王克
勤帮忙。 这些人成功入职后，他先后
给了王克勤 250 万元现金， 每次给
王克勤钱， 都是用纸袋或者盒子装

好。
王克勤称， 其把这些钱拿回家
了。 有时是张绍霞去银行存，有时其
拿着张绍霞的卡去银行存。家里购房
等大项支出张绍霞会用这些钱。
张绍霞供述称，2011 年到 2016
年间， 王克勤分批分次地给其过钱，
算起来一共大概有 250 万元， 都是
现金。
（洪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