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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2月2日讯（记者何
慧蓉通讯员胡坤坤）海口琼山区云龙
镇要修建一条丽江路，这条路涉及
海口琼山区中税农场热带作物场薛
村队的土地，薛村队队长薛某学便
受政府委托，协助做好土地征用及
青苗补偿工作。没想到，薛某学却
借此机会，收受房地产公司的“劳
务费”共计21.96万元，用于自家建
房等开支。经琼山区法院一审、海
口中院终审，薛某学最终因受贿罪
领刑11年。

2002年8月10日，琼山区中税
热带作物场将岭脚二队位于云龙镇
薛村的700多亩的土地使用权转让
给海南某房地产公司，薛村部分村
民对土地使用权转让有争议，并在
该地上种植作物。2009年开始，该
房地产公司拟对土地进行开发。为
及时处理该地上的农作物，中税农
场领导委托时任中税农场薛村队队

长的薛某学协助农场做好青苗补偿
工作。

2010年，琼山区发改局同意云
龙镇政府修建丽江路项目，该道路
的征地、建设等资金由上述房地产
公司负责。由于修建丽江路涉及薛
村20多亩土地，琼山区政府委托薛
某学协助政府做好丽江路项目的土
地征用及青苗补偿工作。

2010年 6月 8日，薛某学与中
间人林某海到海口某酒店找公司负
责人张某超商谈处理土地遗留问题
和修建丽江路项目等相关问题。在
薛某学的要求下，张某超为了薛某
学能尽快解决上述问题，同意给薛
某学30万元作为薛某学在岭脚二队
土地上的青苗补偿款（经核算，薛
某学应得青苗补偿款80400元）及
劳务费。当日，张某超将32万元转
入林某海的账户，其中2万元作为林
某海的茶水费。2010 年 10 月 22

日，林某海将27.5万元转入薛某学
的银行账户。2011年4月9日，林
某海将2.5万元现金交给薛某学，并
要求薛某学就两次共收款30万元写
下收条。薛某学将该款用于建私房
等生活开支。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薛某学
身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
民政府从事土地征用及青苗补偿款
工作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219600元，为他人谋
取利益，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并以
受贿罪判处薛某学有期徒刑11年，
继续追缴薛某学所得赃款。宣判
后，原审被告人薛某学向海口中院
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
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
法。近日，海口中院作出裁定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协助政府征地“中饱私囊”21万
海口中税农场一队长终审被判11年

激情“熄火”太快
周先生今年31岁，潇洒帅气，有一个漂

亮的妻子，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在同龄人当
中，他算得上成功人士，可是他却常常说自
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男人。

原来，周先生一直忙于事业，喝酒、应
酬多了，休息时间却少了，身体也亮起了红
灯。刚刚30岁出头的他就遭遇了早泄的困
扰，碍于面子，周先生没有到医院接受正规
检查和治疗，也从未向别人谈及，包括最亲
密的亲人。可是妻子能够感觉得到，她发现
老公对夫妻生活的要求越来越少了，而且在
夫妻生活过程中，还经常“熄火”过快，让
两个人都有种“跌落”的感觉。然而周先生
每次都说自己太累了，不敢承认自己“不行
了”。

面对妻子正常的生理需求，周先生只能
找别的办法，多次背着妻子服用伟哥和其他
壮阳的药物，虽然满足了一时的欲望，但是
周先生担心长期用药会有副作用，便减少服
用，同时夫妻生活的次数也减少了，周先生
反复的变化，让妻子产生怀疑，两个人的感
情更是发生了变化，周先生也很苦恼，一向
缺乏浪漫细胞的周先生，开始买花、买礼物
讨好妻子，甚至在结婚纪念日还精心准备了
烛光晚餐。然而令周先生没想到的是，在这
个浪漫的结婚纪念日，妻子却决绝地提出了
离婚，理由竟是周先生一直不愿提及的“早
泄”。

为了挽救家庭和婚姻，他一面努力安抚
失落的妻子，一面积极打听治疗早泄的医
院。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在一次聚会上

得知很多男性患者的早泄都是在海南中医药
研究所附属琼岛医院治愈的。于是，周先生
很快预约了专家号，并积极配合医生，在一
段疗程后，已经完全康复了。现在，最少都
能坚挺十分钟以上。

男性功能渐受关注
海南中医药研究所附属琼岛医院男科医

生指出，近年来，人们追求优质生活的要求
越来越高，据民政部门统计，因为男性功能

“不行”而提出离婚的案例越来越多，女性敢
于追求自己的“性”福，同时，也表明男性
功能健康越来越受到关注。

临床上，像周先生一样的患者还有很
多，他们明知道自己患有早泄却不想承认疾
病的存在，拖延治疗、讳疾忌医。殊不知早
泄不仅仅危害自己的身心健康，更直接影响
夫妻生活质量和夫妻感情，而且精神压力越
大对疾病影响越大，产生恶幸循环，最终导
致婚姻破裂。

显微阴茎背神经阻断术
医院专家组表示，早泄让男性朋友无颜

面对伴侣，早泄剥夺了他们的男性尊严。
“显微阴茎背神经阻断术”仅需在阴茎背部冠
状沟皮肤上做微小切口，剥离筋膜暴露放射
状分布的阴茎背神经，除中心部神经分支
外，根据阴茎神经分布多少，决定切除远端
神经的根数，以部分降低其敏感度，从而延
长射精时间。高倍微创显微阴茎神经微控术
结合中西药物融合调理来治疗早泄，弥补了
传统早泄技术的不足和缺陷，具有创伤小、
愈合快、见效快等一系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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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坚挺”
他的爱情遭遇“泰坦尼克”
琼岛医院荣获2014年海口市十佳人民满意医院，为“快男”搭建健康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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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某学是否国家工作人员，其罪
名究竟是受贿罪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
受贿罪？这些成为该案的争论焦点。

薛某学及其辩护人提出，薛某学
的行为应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而不是受贿罪。经查，被告人薛
某学身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
民政府从事土地征用及青苗补偿款工
作，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中的“其他
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
家工作人员论，其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
利益，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对于上诉
人及其辩护人关于薛英学收受的其收

受的是青苗补偿款和劳务费，不应构
成受贿罪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
薛某学接受政府的委托，协助政府处
理征用土地青苗补偿款以及丽江路修
建等工作的事实，有证人证言证实，
可以认定。

海口中院办案法官认为，依照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
二款的解释》的规定，上诉人薛某学作
为基层组织的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
事土地征用和青苗补偿款工作，应以
公家工作人员论。薛某学利用协助政
府工作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接受他人财物，其行为符合受贿
罪的犯罪构成，应认定为受贿罪。

基层组织人员协助政府工作非法收受财物
按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

法官说法

南国都市报12月2日（记者 王
忠新通讯员胡娜）日前，五指山市的
林先生等四位市民发现，他们的房产
证被房管局撤销了。为维护合法权
益，他们将五指山房管局告上法院。
近日，法院一审判决，撤销房管局6月
12日作出的《撤销房屋登记决定书》。

2000年7月4日，林先生等四人
分别与方昌奎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

书，将方昌奎的几间铺面分别转让给
他们。同年8月2日，房管局为林先
生等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书。

今年1月15日，房管局作出《关
于提供转让房屋用地证明材料的通
知》，要求林先生等提供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的证明材料。4月18日，房管局
又作出《通知》，林先生等从方昌奎处
购买的铺面的房产证，未按相关规定

及法定程序办理房地产权属登记，属
违法办证，现撤销其房屋权属登记。
5月13日，房管局作出《撤销房屋所
有权证公告》。6月12日，房管局正
式作出《撤销房屋登记决定书》。但上
述文件，房管局均未向林先生等送达。

林先生等四人直到今年9月份方
得知，房管局撤销了他们的房产证。
于是，林先生便和其他三个铺面店主

分别起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我国采取土地归土地

部门管理，房屋归房产部门管理的模
式，因此在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时会出
现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归属不一
致。林先生等人在没有取得房屋占用
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通过
转让的方式取得房屋所有权，并没有
违反法律规定；且方昌奎取得该房屋

时亦是房地分离的，因此林先生等从
方昌奎处取得受让的权利也只能是房
屋权属。房管局认为房权证不符合房
地一致原则，理由不充分。

行政处罚应遵守法定程序，房管
局在作出撤销决定时，并没有根据法
定的送达程序向林先生等送达，因此
房管局相关撤销程序不合法。

近日，五指山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接手铺面14年得知房产证被撤销 五指山法院判房管
局撤销相关行政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