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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4.4亿余元
死缓！王立科案一审宣判
新华社长春 9 月 22 日电 2022 年 9 月 22 日，吉林省长春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
立科受贿、行贿、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伪造身份证件一
案，
对被告人王立科以受贿罪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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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贿罪判处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以伪造身份证件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决定执行死刑，
缓期
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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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立科受贿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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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立科的行为已构成受
贿罪、行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伪造身份证件罪。
王立科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收受贿赂后为多人谋取职务提拔、调
整，帮助有关企业协调银行贷款致使巨额贷款无法偿还，还多次
利用职权插手案件办理，严重破坏司法公信力，犯罪情节特别严
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王立科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
员以财物，情节特别严重；长期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从事
违法犯罪活动，伪造多份居民身份证件，均属情节严重，对其所
犯行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伪造身份证件罪，亦应
依法惩处，并与其所犯受贿罪并罚。鉴于王立科主动到案，主动
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积极退缴绝大部分违
法所得，具有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根
据王立科犯罪的事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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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徇私枉法、
受贿1.17亿余元
死缓！傅政华案一审宣判
新华社长春 9 月 22 日电 2022 年 9 月 22 日，
吉林省长春市中
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
华受贿、
徇私枉法一案，
对被告人傅政华以受贿罪判处死刑，
缓期
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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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决定执行死刑，
缓期二年
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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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傅政华受贿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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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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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
被告人傅政华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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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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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如猪狗食”争议言论背后：

万亿市场暗藏风险

预制菜生产车间。
预制菜生产车间
。
“我从来不吃，
那（预制菜）是猪狗食。
”
近日，
在
某直播间内，
智纲智库创始人王志纲脱口而出的这
句话，
引发广泛关注与争议。随后，
智纲智库工作
人员回应称，
王志纲这一言论属心直口快的个人
发言，不针对某一个行业或某个个体。但“一石
激起千层浪”
，
当下正火热的预制菜行业已被推
上“风口浪尖”……
9月20日，
成都大学肉类加工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主
任、
川味预制菜研究院院长王卫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预制菜是预制食品的种类之一，
近年来我国预制菜迎来
快速发展的
“风口期”
，
近年增长率达20%左右。他认为，
王志纲的
“预制菜言论”
虽然过于极端，
但也提醒我们应该
对预制菜同质化、
保质等问题引起高度关注。

争议：
“预制菜”
有没有营养和健康隐患？
有网友认为，预制菜原材料不新鲜，质量
差、没营养，还可能含有防腐剂、添加剂，长期食
用对身体不好；也有网友认为，预制菜尽管有不
足，但方便快捷、省时又省力，不应被如此贬低
……
对此，
国家一级健康管理师、
食品安全科普专
家王思露在接受采访时介绍，
预制菜的优点是方
便、
快捷，
增加食材安全系数。但在营养价值方面，
半成品肯定不如新鲜食品营养密度高；
另一缺点
是重口味，
为延长保质期和口感，
会加入较多食盐、
油和糖；
长期单纯食用预制菜，
易产生食盐、
糖、
油
脂的摄入量超标。
王思露表示，
减少预制菜食用次数，
控量是关
键。其次，
吃的时候同时要进食新鲜蔬菜、
豆类等
食材，
增加营养素的均衡摄入概率。
对于网友担心的预制菜营养、
安全等问题，
四
川旅游学院烹饪学教授、
中国烹饪大师周世中表
示，
经过高温高压的预制菜，
确实存在相对较多的
营养流失，
但对人体吸收而言，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且人体对营养的吸收也因体质差异而不同。此
外，
添加剂的使用，
只要符合国家卫生和质量要求，
对健康不会造成影响。

业内：
提醒应关注预制菜同质化等问题
对于王志纲的言论，四川省预制菜产业联
盟秘书长王刚认为，
“ 太武断，也太片面了。”在
王刚看来，除了年轻人，老年人也将是预制菜的
消费群体之一。
成都大学肉类加工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主
任、川味预制菜研究院院长王卫分析认为，王志
纲的言论也许有其随意、发泄，或自身对工业化
产品的反感，甚至担忧传统菜肴制作技艺和文
化因此退化等多方面原因。
“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吃法。”王卫认
为，任何营养不全面的食品，只要不是天天大量
吃，偶尔食之可调节口味，不足的营养可通过其
他食品补充。他同时指出，
“应该对预制菜可能
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引起高度关注”，这些缺陷和
问题包括预制菜的同质化、复鲜保质等。
在同质化方面，有的预制菜试图通过一些
技术克服工业化制作带来的风味等不足，如对
传统菜肴通过保水剂、增稠剂、稳定剂、调味剂
予以嫩化、
补味或增香。尽管添加的食品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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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里面的预制菜产品。
超市里面的预制菜产品
。
都符合国家卫生标准，产品安全性也没问题，但
可能导致菜肴同质化，失去“一菜一品一味”的
特色；在复鲜保质方面，预制菜要实现长期可
贮、保质与流通，高温高压杀菌的常温贮藏产
品，存在维生素等营养的丢失；冷链流通的冷冻
型产品风味衰减在所难免。

背后：
万亿市场前景引企业挤赛道
作为预制食品的种类之一，预制菜早已在
欧美、日韩等地经历过高速发展，如今进入平稳
期。王卫教授表示，国内预制菜起步较晚、消费
比例较低，但在诸多因素推动下，也迎来持续快
速发展的“风口期”。
从近期统计数据看，预制菜市场规模迅速
扩展，
近年增长率达 20%左右，
是各类食品中增长
最高的品类之一。此外，根据一些咨询公司分
析，国内预制菜市场规模在 2022 年达到近 4000
亿元，
2026年可能突破万亿元。
在预制菜迅速发展的背后，是各行业企业
纷纷抢入“赛道”。预制菜的发展喜忧参半，20
家预制菜相关上市公司中，仅有 10 家实现了营
收、净利双增长。而对于更多挤入赛道的中小
企业，在上涨的原辅料价格、高昂的冷链物流费
用、太多的产品竞争等诸多因素影响下，这个产
业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美妙，甚至非常残酷，因此
建议急切进入这个赛道的企业应审慎。

建议：
应该完善预制菜标准
对于我国预制菜的发展，多位业内人士和
专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王卫表示，目前，我国在预制菜上的定义普
遍比较模糊，有的广义概念更是将工业化主食、
方便食品、
传统肉制品、
预制餐、
净菜配菜、
调味泡
菜、
调味品等即食、
即热、
即烹、
即配的食品均纳入
预制菜的范畴。王卫介绍，预制菜并非无据可
依，但存在针对具体产品的卫生标准与加工规
范的缺乏或不配套。
“牛肉干、豆腐干这种开袋即食的，也叫预
制菜吗？”四川省预制菜产业联盟秘书长王刚认
为，目前，预制菜的边界感不是很强。
记者注意到，
预制菜行业由于相关标准不配
套和监管难，质量安全隐忧也浮出水面，使用劣
质食材、
生产不规范、
卫生不达标、
包装材料不安
全、
菜品风味差等情况时有发生。
根据统计，在全国预制菜产品中，川味产品
占到 50%以上，
消费者对川式预制菜的喜爱超七
成。王刚透露，
他们正在编制预制川菜的通用团
体标准，计划在今年 10 月出台。
王刚认为，预制菜要持续健康发展，除了确
立标准，还应从技术开发、装备开发、冷链物流
控制系统开发、包装材料选择等方面着力，加强
对共性技术和装备的研发，来解决预制菜存在
的共性难题。考虑推动预制菜生产许可证的
事 ，以 此 加 强 主 管 部 门 对 预 制 菜 的 监 管 。
据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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