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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次挪用公款共计2.4亿元帮朋
友解难题

2008 年 8 月，褚金弟进入江苏省苏州
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某局财务管理中心
（以下简称“财管中心”）工作，担任记账会
计；2009 年底直至 2016 年底案发，一直担
任财管中心出纳会计。在财管中心，褚金
弟的工作职责是负责保管由该中心代管的
辖区各村资金，包括记录银行日记账，录入
记账凭证及银行对账等。2009 年 11 月 17
日，褚金弟从上一任手中接手保管财管中
心的公章、财务章和法人章，具体履行吴江
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对辖区各村村级资金
的管理权和对资金收入、支出的审核权。

江苏苏州人朱一星与朱健系父子关
系。2009年，朱健与他人投资成立了迅达
投资公司（化名），从事投资业务，朱健为该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1年，朱一星为了
方便自己在投资上海房地产项目时能顺利
融资，让儿子朱健把迅达投资公司转让给
他，由他实际经营，朱健辅助，父子联手打
点迅达投资公司业务。

朱一星与褚金弟早年就相识，是很要
好的朋友，经常相约喝茶聊天。2013 年 3
月，朱一星的一笔借款眼看到期，但因资金
紧张无力归还。朱一星知道褚金弟在财管
中心当出纳会计，经手大量资金，于是抱着
试试看的心理，找到褚金弟商量还钱的对
策。

2013 年 3 月初的一天，两人又像往常
一样相约喝茶。聊天时，朱一星念起了苦
经，称自己参与经营的同里湖山庄项目，以
及在北京、上海的投资项目都存在资金缺
口，难以维持下去。褚金弟安慰他一阵后，
朱一星突然话锋一转，询问褚金弟能否帮
忙把财管中心的钱借给自己周转一阵，等
渡过难关后保证如期归还。据褚金弟交
代，他当时迟疑了片刻，但出于两人的交情
和对朱一星的信任，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

几天后，褚金弟便按朱一星授意，将财
管中心的2300万元资金挪出，借给朱一星
使用。朱一星果然信守承诺，于当年7月如
数归还。

第一次轻而易举地借到褚金弟挪出的
巨额资金后，朱一星仿佛傍上了一位“大金
主”。此后，每当公司经营需要资金周转
时，他总是第一个想到褚金弟。而褚金弟
也十分爽快，对朱一星的每一次要求都有
求必应，全部予以满足。

卷宗显示，2013年3月至2016年10月
的3年多时间里，褚金弟、朱一星、朱健经预
谋，利用褚金弟担任财管中心出纳会计、在

履行村账镇代管职责的过程中负责保管本
单位法人印鉴章、财务专用章、转账支票的
职务之便，采用擅自开具银行金融凭证、加
盖上述资金专户公章及负责人印章等手
段，先后44次挪用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某
局公款共计人民币2.4亿元。

一笔笔巨款被挪出后，被朱一星、朱健
用于投资经营、股票交易、购买理财产品及
偿还因从事营利活动所借款项。刚开始，
朱一星父子没给褚金弟添麻烦，一直信守
承诺，哪怕是付高息向身边的朋友借钱，也
会想方设法按期归还财管中心的钱，这也
是这种非法的巨额借款行为一直延续了3
年多时间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到了2016年10月，朱一星父子的
资金链出了问题，导致后期借用的巨款彻
底无法归还。褚金弟这时才意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一下慌了神。那段时间，褚金弟无
数次地打电话给朱一星，催要欠款。但此
时的朱一星父子早已回天无力，至案发时
尚有3030万元资金未能归还。

挪用巨款背后并非交情和信任那
么简单

“采用擅自开具银行金融凭证、加盖相
关资金专户公章及负责人印章等手段
……”起诉书指控褚金弟挪用公款的犯罪
手段时这样表述。公章对外就代表着一个
单位的承诺和责任，多年从事财务工作的
褚金弟不可能不清楚在涉及单位巨额资金
相关凭证上加盖公章意味着什么。那么，
究竟是什么驱使他知法犯法、铤而走险
呢？随着对此案调查的深入，办案人员发
现，褚金弟挪用公款的原因并非出于交情
和信任那么简单。

同里湖山庄是个纯别墅项目，规划造
别墅160幢，且大多数为独幢别墅。该项目
位于吴江区同里镇东侧同兴路与迎燕路的
交界处，距苏州市中心20公里、上海80公
里，地理位置相当优越。巧合的是，朱一星
第一次开口向褚金弟借用公款的理由正是
用于投资该项目。

朱一星向褚金弟借钱时，一直提到投
资经营同里湖山庄项目。闲聊中，褚金弟
也表示出了一直想在此处购置别墅的想
法。朱一星马上主动示好，当场拍板说可
以平价卖给褚金弟，褚金弟一听便动了心。

朱一星毕竟是在生意场上混迹多年的
老手了，他当然明白借这么多钱光是一句
承诺肯定不行，还得祭出真金白银。

2013 年8月26日，朱健打电话给褚金
弟，让其提供一个银行账号给他。褚金弟
问朱健什么意思，朱健回答说，向他借了这

么多钱，想感谢他一下。于是褚金弟便拿
着女儿的身份证办了一张银行卡，并把卡
号告诉朱健，朱健当天便向卡上转了10万
元。同年12月，朱健再次向卡上转账7万
元。2014 年 10 月，朱健与褚金弟取得联
系，并把一个文件袋放到了褚金弟的车
上。褚金弟打开一看，里面装着 6 万元现
金。

东窗事发后仨“主角”均判十年以
上徒刑

轻信平价买房的承诺，又贪恋一笔笔
好处费，褚金弟在违法犯罪的路上越走越
远，直到朱一星父子再也无法按时归还挪
用款时，褚金弟才知道平价买房的承诺是
骗人的，而那23万元的好处费比起自己即
将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微不足道。

2017 年3月20日，走投无路的褚金弟
主动向苏州市吴江区检察院投案。3月28
日，褚金弟被刑事拘留，4月11日被逮捕；6
月9日，朱健被刑事拘留，6月22日被逮捕；
6月29日，朱一星被取保候审。案发后，侦
查机关追回了75万元，其中包括褚金弟家
属退出的25万元。

2017 年 10 月，该案被起诉到法院后，
关于3名被告人的主体身份问题成为庭审
中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公诉人认为，涉
案期间财管中心系某局的下设机构，褚金
弟系财管中心的出纳会计，负责“村账镇代
管”村资金的支出。吴江区法院采纳了检
察机关的意见，认定褚金弟虽系合同编制
的派遣工作人员，但其作为财管中心的出
纳会计，代表政府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属于
国家工作人员，符合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
体要件。

而被告人朱一星、朱健虽然不是国家
工作人员，但法院认为两人向褚金弟提起
挪用公款的犯意，且由两人通过转账最终
完成涉案款项从财管中心账户转移，系共
同与褚金弟对挪用公款预谋并实行犯罪，
依法应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

关于贿赂犯罪事实，法院认定朱一星、
朱健为了让被告人褚金弟利用其职务之便
挪用公款，多次送予被告人褚金弟钱款共
计23万元，褚金弟和被告人朱一星、朱健的
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和行贿罪。

吴江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褚金
弟、朱一星、朱健共同利用被告人褚金弟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
数额巨大不退还，三人行为均已构成挪用
公款罪，且三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
当。被告人褚金弟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
巨大，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
贿罪；被告人朱一星、朱健共同为谋取不正
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人民币23
万元，二人行为均已构成行贿罪，依法均应
予以惩处。

2018 年9月28日，吴江区法院对此案
作出一审判决：褚金弟犯挪用公款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四年零六个月；犯受贿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零六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20万元。朱一星、朱健犯挪用公
款罪、行贿罪，分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
年零三个月和十五年。同时，将暂扣于吴
江区检察院的涉案款项人民币75万元发还
被害单位，责令褚金弟、朱一星继续退赔被
害单位人民币 2955 万元，朱健对其中的
2030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非法所得受
贿款23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褚金弟、朱健不服提出上
诉。苏州市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朱健在
主观恶性、犯罪数额和地位作用方面均小
于褚金弟和朱一星，可酌情从轻处罚。日
前，苏州市中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将一审
判决中关于朱健的部分改判为：朱健犯挪
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行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其他二人均维持原
判。

◎公诉人说案
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贪欲私念的催

化剂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检察院检察二部

检察官 李琳

被告人褚金弟与朱一星父子非亲非
故，也没有参与过朱一星父子的任何经营
活动，却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先后44次
把单位合计2.4亿元的公款借给父子俩使
用，且未收取分文利息。在刚接手此案时，
作为承办人，实在觉得很费解。褚金弟家
境普通，却自愿承担如此高的风险，到底是
出于什么动机？他到案时交代的所谓交情
和信任，实在不足以成为他铤而走险的动
机。这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带着疑问，我们展开了细细审查和层
层讯问。随着审讯的深入，一个个谜底逐
一被揭开。“款项借给朱一星父子，是因为
朱一星答应我如果购买同里湖山庄别墅的
时候，可以便宜，我很心动，而且一开始朱
一星父子都是借了就还，信誉很好。此外，
主要是收取了他们的好处费。”随着褚金弟
悔不当初地和盘托出，一幅内外勾结转移
公款的场景在我们面前展开。

原来，朱一星一开始就以平价买房作
为诱饵，而出于侥幸心理的褚金弟则认为
只要朱一星父子能按期归还钱款，就不会
被单位发现。后来，朱氏父子总是以投资
房地产项目需要资金周转为由，一次次向
褚金弟提出借钱要求，而褚金弟则在侥幸
心理、平价购房和后期“打点”的诱惑下，将
一笔笔巨额公款悉数挪给朱氏父子使用。
2015年之前朱氏父子一直信守承诺，想方
设法如约归还财管中心的公款，这也是这
种非法巨额借款行为一直延续三年多的主
要原因之一。2015年以后，朱氏父子的资
金链出了问题，借款期开始拉长，直到2016
年10月出现资金链断裂，导致后期借款共
计3030万元无法归还。

可以说，朱一星是整个挪用公款行为
的起意者和指挥者，其儿子朱健明知褚金
弟和朱一星预谋挪用公款，仍积极参与转
账，且挪用款项中的大部分是经过朱健或
其所控制的公司账户最终完成了转移。依
据我国刑法，挪用公款罪打击的三种情形，
即用于非法活动或者用于营利活动、数额
较大或者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根据
挪用公款风险度的高低区分了不同的入罪
门槛。本案属于系统内外勾结作案，之前
大部分笔数挪用时间均未超过三个月，因
此庭审时的争议焦点就集中在挪用公款的
数额和共犯的认定上。我们认为，对挪用
公款用于非法活动、营利活动还是一般使
用的三种用途的认定，不应仅根据行为人
挪出公款时的主观方面的证据，还应结合
客观的使用性质予以判断。尤其是挪用公
款借给他人使用的，对行为人是否明知使
用人真实用途，应结合挪用公款双方的关
系、使用人的从业经历、具体预谋过程和公
款流向过程、有无催讨、利益输送等方面证
据材料，综合确认挪用公款的类型。最终，
法院采纳了我们的公诉意见。

办案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到：根据被告
人供述和证人证言证实，财管中心的财务
专用章和法人章都保管在出纳褚金弟手
里，财管中心的转账支票、现金支票都是由
褚金弟去银行领购并保管的。“按照财经纪
律和财务法规，是不允许印章和票据都保
管在一个人手里的，但一直以来都是这么
操作的。”同为财务人员的褚金弟的同事一
语道出了财管中心财务管理上存在的漏
洞。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贪欲私念的催化
剂，监管的弱化给违法犯罪提供了可操作
空间，也削弱了国家工作人员对腐败的防
御心理。财务人员作为国有资金的核算和
监控人员，掌握着国家的“钱袋子”，责任重
大。本案提醒有关单位：要注重加强财务
管理和印章管理，强化有效监管和制
度执行，防范财务人员利用管理
漏洞挪用钱款，从源头上避免损
失发生。（吴剑 徐娜 杭逸羽）

“平价购房”承诺引发惊天大案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6条之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
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就属于“数额巨大”，要是挪用上亿元可谓天文数字了。而江
苏省苏州市中级法院日前二审宣判的一起挪用公款案中，被告人褚金弟从本单位挪出
供他人使用的公款竟多达2.4亿元，且不收分文利息。令人吃惊的是，褚金弟做出如此
举动，竟缘于对方一句“可以帮你平价购买别墅”的承诺。

公诉人指控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