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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郗同福被指控的 1500 余万元受贿款中，有 1300 余万元与房产有关。 他违规与亲友经商办企
业，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股权超千万元，获 65 套房产、30 个车位的分红，还以低于市场价 140 余万元
—
的超低价两次“
购得”心仪房产。 正是这些房产，让郗同福最终走上犯罪的不归路——

别样“房奴”的悲剧人生
近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
处被告人郗同福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 万元； 受贿所得赃款及孳息共计折合人民币
5800 余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郗同福受贿案系江苏省监察委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的首例厅级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江苏省检
察院指定镇江市检察院管辖。镇江市检察院于 2018
年 7 月 6 日提起公诉。
郗同福曾任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
成员，连云港市委常委、连云区委书记，南京市江宁
县（区）委常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等
职， 被控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 1533 万余元、3 万美
元 （折合人民币共计 1558 万余元）， 而这其中的
1300 余万元贿赂都与房产有关。他不仅违规与亲友
经商办企业并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股权超千万元，获
65 套房产、30 个车位的分红， 还以低于市场价 140
余万元的超低价两次
“购得”心仪房产。 正是这些房
产，让郗同福沦为了别样“房奴”，最终走上犯罪的
不归路。

第一次分到 40 平方米住房时，
曾激动得彻夜难眠
郗同福有着不幸的童年，从小丧父，母亲改嫁，
没有父爱也缺少母爱，跟随年迈的祖母，衣食不周，
靠亲友接济甚至沿街乞讨长大，那时的他渴望有个
“家”。 上世纪 80 年代，他因妻子分配到一套 40 平
方米左右的住房，曾激动得热泪盈眶、彻夜难眠。
根据起诉书指控，郗同福首次以权谋私，始于
1996 年。 1996 年至 2002 年， 时任南京市江宁县
（区）委常委、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的郗同福，不但在江宁某公司改
制过程中积极推动将企业改制给赵某，而且给予赵
某公司优先向江宁开发区供应物资、免收其公司租
用办公楼租金等优惠政策，还帮助赵某女儿调动过
工作。 赵某自然“
投桃报李”，从 2001 年至 2017 年，
每逢中秋、春节前夕便向郗同福送上 1 万元“感谢
费”，而郗同福则欣然笑纳。 就这样，郗同福在近 17
年时间共 33 次收到赵某所送的“感谢费” 累计 33
万元。
之后，曾在南京、连云港等多地区多岗位任职
的郗同福，便踏上了 20 余年的犯罪之路。 哪怕已于
2013 年 2 月正式退休后，他仍不收手，直至 2017 年
案发。

“股权分红”，获得 65 套房产和 30 个车位
郗同福所收受的最大一笔贿赂，源于其在违规
与亲友经商办企业过程中共同收受巨额股权。
除了为公众所熟知的官员身份外，对“外地老
板包工程赚大钱”眼红心热的郗同福还和妻弟李某
甲等人共同持股，经营着多个建筑工程队和南京某
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从股权分配协议、郗同福供述
等证据来看，这些企业虽由亲友出面，但郗同福却
享有最后“决定权”。 而正是南京的这家市政公司，
让郗、 李二人仅出资 500 万元却轻松获得 1715 万
元的“股份”，进而为郗、李二人带来了“股权分红”
—在连云港的
——
65 套房产和 30 个车位，折合人民
币 4313.79 万元。
江宁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原系江宁开发区下属
的全民所有制企业，1999 年 2 月在郗同福的“关照”
下， 该公司副总经理曹某如愿成为法定代表人。
1999 年 8 月， 江宁开发区开始对下属企业进行改
制，为了能将该公司改制给自己，曹某多次通过郗
同福的妻弟李某甲找到郗同福寻求帮助。 后郗同福
在江宁区党工委开会讨论时，提议将该公司改制给

曹某，并在有人对此提出
不同意见时，进行“斡旋”
和说服，最终使曹某如愿
以偿。 不仅如此，郗同福
还极力在土地受让、规费
减免、土地出让金的缴款
年限等方面给予关照。
2004 年，为感谢郗同
福的前述“关照”，曹某在
郗同福调至连云港市任职
后， 和李某甲合作成立了
连云港某公司， 注册资本
计人民币 5715 万元，双方
约定投资持股比例分别为
70%和 30%。后曹某以其南
京某公司名义出资人民币
4000 万元，李某甲则以其
妻柯某名义办理了股权登
记。 按 30%的占股比例应
当出资 1715 万元，但李某
甲以其本人及郗同福共同持股的南京某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仅出资 500 万元，余下的 1215 万元便
“
自然而
然”地由曹某代为支付。上述情形，郗同福全都一清二
楚。
对于自己和妻弟均参股的这家公司在连云港
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郗同福在土地出让金分期缴
纳、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均不遗余力地给予了“关
照”。 2007 年下半年，在调离连云港前，郗同福和李
某甲找到曹某，要求退股并分红，曹某同意并按照
30%的占股比例用房产折抵。 后郗同福、李某甲如愿
获得参股公司开发的 65 套房产和 30 个车位，实际
获取违法所得折合人民币 4313.79 万元。
然而，此时的郗同福早已没有第一次分得住房
时的激动之情，有的却是无尽的掩饰和噩梦。 这些
退股分红所得的房产，没有一套登记在郗同福本人
及其家人名下。

生财
“有道”，“巧赚”百万“购房”差价
除在违规经商办企业过程中伙同妻弟收受逾
千万元股权外，郗同福还“长袖善舞”，两次以远低
于市场价的低价轻而易举
“
购得”商品房。
2007 年，郗同福看中了南京市江宁区某小区的
门面房，打算投资。 得知该小区开发商与其此前曾
在土地出让、征地拆迁等方面都“大力关照”过的某
房地产公司系同一法定代表人张某后，郗同福便和
对方谈起了“买卖”。
张某对此自然心领神会， 很快就安排下属以
208.93 万元的价格，将建筑面积 379.95 平方米的门
面房在名义上卖给郗同福的连襟李某乙，但该房产
实际上为郗同福夫妇所有。 经鉴定，该房产购买时
市场价应为人民币 304.82 万元。
“我安排下属以低于市场价 100 万元左右人民
币的价格将这套门面房卖给了郗同福，以此变相向
郗同福输送了 100 万元左右人民币的利益。 ”张某
的这席话，一语道破了这桩
“买卖”的玄机。
其实，这已经是郗同福故伎重施了。 早在 2004
年，当特定关系人刘某看中曹某所属公司开发的两
间商品房时，郗同福便向曹某打招呼要求“优惠”，
后刘某果然以 59.52 万余元的价格如愿购得这两间
商品房——
—这两间房产当时的市场价为 107.23 万
余元。
“曹某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售房，表面上看是
给刘某的‘优惠’，实际上是给我的，他其实就是借
这个机会向我行贿。 ”郗同福在案发后交代。
根据两高相关司法解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

庭审现场

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
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以受贿论处。 对此，无论
是张某、曹某，还是郗同福，都心知肚明。

“
房奴”梦碎，当庭认罪追悔莫及
2018 年 2 月 22 日， 郗同福被江苏省监察委立
案调查。 同年 5 月 14 日，江苏省监察委将郗同福受
贿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江苏省镇江市检察院办
案组，在该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朱毅的带领下，
面对 50 多本卷宗，加班加点阅卷，确保提前介入时
能对案件进行全面细致的审查。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
后，公诉人仅阅卷笔录就写了 52 万字、600 余页。 针
对审查起诉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公诉人
还先后到南京提审被告人、 向江苏省检察院汇报、
与省监察委沟通案情累计超过 15 次。 在进一步固
强、完善案件证据后，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向镇江市
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2018 年 10 月 15 日上午，此案在镇江市中级法
院一审开庭，10 余名全国人大代表和镇江市人大代
表以及数十名社会各界群众应邀旁听。
“被告人郗同福实施受贿犯罪概括起来，有五
种表现形式……”随着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举证、质
证，以及通过 PPT 同步展示的案件证据材料，郗同
福的 71 笔受贿事实逐一清晰地浮现在人们面前：
1996 年至 2017 年， 被告人郗同福在 20 余年时间
里，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改制、土地出让、征地拆
迁、工程发包、工作调动等方面为曹某、张某、赵某
等 8 人及其企业谋取利益。 当然，对于这 8 人表示
“感谢”的股权、人民币、美元、购物卡以及低价房，
郗同福也都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单独或伙同他人
先后收受上述 8 人所送的财物共计人民币 1533 万
余元、3 万美元。
在法庭辩论环节，公诉人详细论证了郗同福受
贿的犯罪事实，围绕郗同福的成长经历及其违规经
商办企业、收受房产及股权分红、心存侥幸对抗调
查等，深刻剖析了此案的警示、教训，再次告诫郗同
福牢记“良田万顷，日食三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
“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等道理的深刻寓意。
“一步步走到今天，悔不当初。 感谢检察机关办
案过程中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对于检察机关指控的
犯罪事实，我没有异议，知罪、认罪、悔罪。 我决心在
有限的余生好好改造自己，洗刷自身罪过、还掉历
史欠债……”庭审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低头聆听
的郗同福，庭审最后陈述时如是说。
（廉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