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州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許宗衡在2001年至2009年
間，利用其深圳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市委副書記、深
圳市人民政府常務副市長、市長等職務便利，為深圳市
順嘉高新建材有限公司、深圳市龍崗區區委原書記余偉
良等9個單位或個人在變更土地規劃、承攬工程、職務陞
遷等方面謀取利益，先後多次收受相關人員給予的財物
共計折合人民幣3,318萬餘元。

勾結商人 斂財買官
法庭上，公訴機關出示了有關證據，許宗衡的律師出

庭為其進行了辯護。數十名群眾、媒體記者和許宗衡的
親屬旁聽了庭審。法庭宣佈此案將擇期宣判。
另據中通社引述香港媒體報道，許宗衡的主要罪狀除

了受賄外，還包括鉅額貪污、買官、生活腐化，而其中
最嚴重的指控是買官。報道稱，許宗衡利用手中的職
權，勾結商人斂財，然後將所得賄款用來買官。自1990

年起，深圳特區主要領導人的人事安排，基本由中央部
委或中央指定外省高級官員調任；惟許宗衡打通天地
線，打破了這一傳統。
報道稱，許宗衡從1993年任深圳市委組織部幹部培訓

處處長開始步步高陞，2005年官至深圳市委副書記、市
長，官級為副部級。2009年6月東窗事發，接受紀檢部門
調查。由於牽涉眾多政商界人物，直至2010年8月18日許
宗衡才被正式雙開（開除黨籍及公職），移送司法機關處
理。其後被拘留在廣西南寧市，當時有人士分析許案可
能在2010年年底在南寧市法院審理，但直至今年4月，該
案才在河南省鄭州市一審開庭，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有消息稱，拘留初期，許宗衡一直不願供出罪狀，甚至
以筷子插喉企圖自殺。

大型工程 幾全染指
報道稱，許宗衡另一罪狀是大型工程貪污，有「地鐵

市長」之稱的許宗衡，幾乎染指深圳所有的大型工程，
媒體報道稱其歷年貪污的金額高達20多億元。這包括08
年深圳政府10件民生大事之一的桃源村三期經濟適用
房，工程事後被揭發存在廣泛的質量問題；許宗衡任內
推動興建的5條地鐵；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場館工程；鹽
（田）壩（光）高速公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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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消息：在第四屆中國國際安檢
排爆暨警用技術研討會上展出，中國展出一款能迅速測
出非金屬殺傷違禁物的安檢設備。
這款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儀器名為X射線反散射式人體

掃描儀，由天津重方科技有限公司於去年底研發問世，可
檢測出目前同類安檢設備無法檢測的非金屬違禁品，如陶
瓷刀具、炸藥、毒品、塑膠武器、液體炸彈等殺傷性武
器。據悉，目前僅有美國可生產類似技術的安檢設備。
X射線反散射式人體掃描儀利用X射線反散射掃描成像

原理工作。不同物質經X射線掃描會產生不同的反散
射，掃描儀通過吸收測量反散射位置和強度，顯示隱藏
物質的種類、大小、形狀、位置等信息，準確判斷出是
否藏有違禁物品。

中國自製可測非金屬安檢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近日，多個國家
部委的領導班子展開微調。2005年5月起任水利部副部長
的矯勇任水利部黨組副書記，李國英調任水利部副部
長、黨組成員，陳小江擔任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主
任、黨組書記，並免去其水利部黨組成員職務。此外，
陳立任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
免去江帆的國家計生委黨組成員、副主任職務。
另據財新網消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副

主任李偉將出任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劉鶴將出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

多部委領導班子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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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貪3000萬 許宗衡案開審
由鄭州法院審理 將擇日宣判

中航國際成功收購美發動機公司

樓市督查結束 地方調控或再加碼

內地首季消費信心止跌回升 京第一季商品房銷售降近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戚紅麗、見習記者 解詠荃 鄭州報道）21日，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受賄

案在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鄭州檢察院指控，許宗衡利用職務多方面

謀取利益，多次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3,318萬餘元。鄭州中院以受賄罪追究許

宗衡的刑事責任，但並未立即作出宣判，而是宣佈擇期宣判。

粵物價局會計吞公款
稱受副局長指使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通社報道：通過建「小
金庫」和做假賬，廣東
省物價局一個會計4年
侵吞公款979萬（人民
幣，下同）。廣東省物
價局原會計鍾傳華、原
出納莫貴珍因涉嫌貪污
罪20日在廣州中院受
審。據指控，兩人共侵
吞公款1,063萬元。鍾
傳華稱，這些都因受命

於廣東省物價局原副局長馬雲。但馬雲則堅稱，很
多錢都被鍾傳華吞掉。
起訴書指控，2003年至2007年，會計鍾傳華單獨

或夥同出納，採取不做賬、偽造賬目、銷毀銀行對
賬單、偽造國家機關公文及銀行單證等手段，侵吞
單位經濟信息庫銀行賬戶、基建銀行賬戶公款逾一
千萬元，鍾傳華個人分得979萬元。鍾傳華稱，建小
金庫屬正常工作，惟不滿馬雲兩次要求分錢，並稱
若無馬雲告知別人，此事便只有他們兩人知道，
「因為財務賬上已經擺平」。

但據馬雲供述，廣東省物價局小金庫在他擔任辦
公室主任前即存在。2003年廣東要求清理小金庫
後，他又指示設立其他賬戶作為小金庫，並由鍾傳
華管理。但並不知道有經濟信息庫銀行賬戶存在，
亦未指使鍾套現。
據悉，廣東省物價局爆小金庫窩案於2009年12月

東窗事發。目前，本案在進一步審理中。馬雲涉嫌
貪污一案，也將於25日在廣州中院開庭審理。

■許宗衡利用職務多方面謀取利益。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中國航空技術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航國際）20日宣布，中航國際已
與美國德立達技術公司在美國阿拉巴馬州莫比爾市完成
了收購美國大陸航空活塞發動機公司（以下簡稱大陸發
動機公司）的股權交割，此舉標誌 中航國際正式完成
了全部的收購程序，擁有了大陸發動機公司及維修服務
公司的100%股權。
據悉，這是中國航空企業首次成功收購美國的航空製

造企業，此次收購分別獲得了中美兩國政府相關主管部
門的核准和批覆。中航國際表示，此次成功收購是中航
國際踐行中國航空工業「融入世界航空產業鏈」戰略的
重大舉措，對中國航空工業進入美國航空製造和服務領
域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中航國際總經理吳光權說，在中國低空領域不斷開放

的政策下，這次收購能為中國通用航空市場的全面發展
做好準備，提供優質的售後服務和保障。他表示，大陸
航空發動機公司為世界多家通用飛機製造商提供動力裝
置，也將同樣為中國的通用飛機製造商提供大範圍可供
選擇的動力，滿足中國航空活塞發動機用戶的需求。
中航國際隸屬於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大陸航空發

動機公司位於美國阿拉巴馬州莫比爾市，是全球領先的
小型航空活塞發動機及零備件的主要製造商，該公司已
有80多年航空活塞發動機製造的歷史，為美國德立達技
術公司旗下的子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

道）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2011年首
季度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止跌回升，
較去年四季度上升8個百分點。其中農
村和城市消費者信心均明顯回升，終
止此前因通脹憂慮而出現的連續兩季
度回落態勢。值得注意的是，關注食
品價格上漲的消費者比重比上季度減
少了3個百分點，業內人士認為這表明
政府控制通脹的各項舉措初見成效。
統計局下屬的中國經濟景氣檢測中

心和尼爾森公司聯合發佈的報告稱，
一季度中國經濟延續了平穩較快的增
長態勢，而內生動力有所增強，推動
了消費者信心的明顯回升。調查顯

示，逾80%消費者認為未來12個月食
品價格將上升，比上季度回落3個百
分點。而預期樓價上升的消費者數量
則比上季度提高了6個百分點，其中
農村地區比城市地區的消費者房價上
漲預期更強，比重達到89%，比上季
度增加了9個百分點。
中國經濟景氣檢測中心副主任潘建

成表示，良好的收入增長預期和對未
來通脹擔憂的減弱，對消費者信心的
提升作用很大。但他強調，受較高通
脹預期影響，消費意願目前仍處近年
來相對較低水平。而未來6個月消費
者最為關注的三個問題仍是收入保
障、個人健康和食品價格的上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北京
市統計局21日發佈北京一季度房地產市場運行
情況顯示，第一季度北京商品房銷售量大幅下
降，保障性住房投資和供應有所提升。中原房
地產分析師認為，嚴厲的「限購」政策導致京
商品房銷售下降，年內北京市實現商品房價格
「穩中有降」的目標可能性非常大。

北京市統計局發佈數據顯示，北京一季度
銷售商品住宅192.2萬平方米，下降27.3%，降
幅擴大6.2個百分點。另有北京某地產公司市
場研究部統計，至4月19日，4月份新房成交
量為3,186套，環比3月同期下降了8%，二手
房成交量為5,148套，環比3月同期下降了
25%。預計4月份成交量將持續走低。
北京中原地產三級市場研究部總監張大偉認

為，「限購」政策導致非自住需求離市，成交
量持續下調。特別是限購令落實的3月份，外
地戶籍購房者購房比例不足一成，這些都使得
成交量開始明顯下滑。目前來看，投資、投機
需求購房基本已經脫離北京市場。

專家：房價可望穩中有降
此外，北京市統計局公佈數據顯示，一季

度，北京政策性住房完成投資86.4億元，比上
年同期增長2.2倍；佔全市房地產開發投資比
重為20.8%，比2010年全年政策性住房所佔比
重14.2%提高6.6個百分點。張大偉認為，保障
房的供應將極大緩解剛性需求的購房壓力，
在保障房政策的落實影響下，北京房價穩中
有降的目標在年內實現的可能性非常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曉靜 北

京報道）為遏制房價過快上漲，切
實保障各地方落實樓市調控政策，
今年4月份，國務院派出8個督察
組，深入包括京滬在內的16個省市
展開調查，現調查工作已經完成，
督察組已於21日返京，住建部相關
人士表示，調查報告匯總後將上報
國務院，並酌情對社會公佈。業內
人士分析，是次督查之後，不排除
中央專門針對省市調控政策的落實
情況，出台新機制、新方式、新手
段的可能，一些房價調控目標依然
較高的地區或面臨重新調整。

所到之處 樓市呈怪象
自去年4月樓市調控以來，政策不

斷加碼，一線城市房價已經開始出
現鬆動，中央樓市調控決心卻依然
不變。是次國務院派出督察組亦是
中央政府開展的規格最高、決心最
大的一次督查行動。
據悉，每個督察組約10人，帶隊

的督察組組長來自國土資源部、監
察部、財政部、國務院辦公廳、銀
監會、國家發改委等多個部門。督
察組不僅約談地方政府一把手，還
與各地有代表性的開發商及群眾進
行座談。此外，督察組還採用暗訪

等形式進行實地調查。
而督察組每到一地，均會引起當

地緊張氣氛，不僅出現樓盤改推毛
坯房對外出售，中介未備案房源被
撤下等各種現象，一些地方甚至出
現開發商連續退房和連續訂房的怪
象。

高房價地區調控目標臨重整
業內人士分析指出，是次高規格

的督察行動表明了中央在控制通脹
的同時解決好房價問題的決心。督
察行動之後，不排除中央專門針對
省市調控政策的落實情況，出台新
機制、新方式、新手段的可能，一
些房價調控目標依然較高的地區或

面臨重新調整。
事實上，西安已經率先作出調

整。下調2011年新建住房價格漲幅
3.5個百分點，從之前公佈的15%調
整至11.5%。
中投顧問房地產行業研究員韓長

吉認為，房價或將進入新一輪調控
階段，目前各大城市房價仍然處在
高位，加上部分城市的房價調控目
標大多以「漲」為主，調控未達到
預期效果。因此，在「限購」、「限
貸」等嚴厲的調控措施出台後，
「限價」或成為部分地方政府的選
擇，調控力度再次加碼。在未來一
段時間，不排除會有更多的地方政
府對調控目標做出重整。

21日，在第二屆山西珠寶玉石
首飾暨工藝品展會上，某展台的黃金飾品美輪美
奐。據稱，該套黃金飾品製作工藝全部採用已列
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花絲鑲嵌」工藝
製作而成。圖為模特兒展示黃金拖鞋。 中新社

黃金拖鞋

■內地部分
大城市房價
仍處高位。
圖為南京春
季房地產商
品交易會。

新華社

深圳原市委副書記、

市長許宗衡受賄案昨

日在鄭州一審。除了

許案的最後量刑，為

何選擇鄭州審判，也成

為民間關注的焦點。其

實，高官異地審判不算新

鮮，上海原市委書記陳良

宇一案在天津審判，貴州

省政協原主席黃瑤在四川

被判死緩，北京市原副市

長劉志華案在河北判刑，

廣東省原政協主席陳紹基在重慶審判，

絕大多數高官腐敗案件實行異地審判。

異地審判最早從遼寧「慕馬案」開

始。2001年10月，「慕馬案」共有122名

涉案人員被「雙規」，62人移送司法機

關。根據最高法院指定，江蘇省南京

市、宿遷市和遼寧省撫順市等7個中級法

院同時審理。高官腐敗案件異地審判是

十多年來反腐過程中的突出變化。自

「慕馬案」之後，90%以上的高官腐敗案

件開始實行異地審判。

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副主任

李貴方向本報表示，由於地方權力錯綜

複雜，而司法機關受制於地方黨、政和

人大，所以，異地審判主要是排除權力

干擾，排除社會人際關係網干擾，也為

防止地方權力對當事人進行打擊報復。

異地審判對象多為任職於司法機關的官

員和地方主要行政領導。

就高官腐敗案件的審理效果而言，異

地審判不失為排除地方干擾的一種有效

司法制度安排。但是從長遠看，異地審

判並非司法制度發展的最終方向。對抗

不當干涉司法的關鍵並不在異地審判，

而在於增強司法體制和司法機關的「抗

干擾能力」。此外，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滯

後，一把手犯罪、司法腐敗、用人腐

敗、下級賄賂上級日益猖獗，這些犯罪

往往跟經濟犯罪交織在一起。隨 市場

經濟快速發展，政府掌握資源越多，未

來應該加快政治體制改革，讓政府運作

更加公開公正透明，才能防微杜漸。

■君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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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廣東省物價局副局
長馬雲。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