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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庇親戚同鄉

策劃家族斂財
十餘年打造山西幫 官商同盟一朝土崩瓦解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北京報道）
） 今年 6 月 19 日 ， 令計劃胞兄
令計劃胞兄—
—山
西省政協副主席令政策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調查，
西省政協副主席令政策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調查
，到近段時間
到近段時間，
，媒體盛傳
令計劃小弟令完成、
令計劃小弟令完成
、侄子令狐劍利用裙帶關係大肆斂財
侄子令狐劍利用裙帶關係大肆斂財，
，直至昨晚
直至昨晚，
，
身居全國政協副主席、
身居全國政協副主席
、中央統戰部部長高位的令計劃本人最終
落馬，
落馬
， 縱橫內地政商界十餘年
縱橫內地政商界十餘年、
、 聲名顯赫的令氏家族
轟然倒下，
轟然倒下
，有網友戲稱
有網友戲稱「
「計劃趕不

令計劃

上變化，
上變化
，終成完成時
終成完成時」。
」。

家中排行：第四
現況：

涉嚴重違紀，正接
受調查

令政策
家中排行：第二
現況：

今年 6 月涉嚴重
違紀違法，接受
調查

﹂

山西貪官紛落馬

合圍計劃 有前奏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
道） 在令計劃被查之前，山西官場已經
歷持續「大地震」，令計劃苦心經營的
「山西幫」土崩瓦解。截至目前，山西
已成為十八大之後落馬省部級高官最多
的腐敗「重災區」。據媒體梳理，今年
以來，山西官場已有 8 位副省（部）級
官員「落馬」，16 名廳局級官員被查，
可謂規模空前。
就在令計劃被宣佈調查的同一天，中
紀委公佈了申維辰和金道銘兩個曾任職
山西的落馬高官被「雙開」的調查結
果。對山西官場的打虎行動為最終「合
圍」令計劃埋下伏筆。

每次打兩虎 時隔僅 1 分鐘

今年 2 月，時任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副
主任金道銘因嚴重違紀違法被查處。自
此山西官場進入地震期。4 月，中科協
黨委書記、原山西省委常委申維辰被帶
走調查。6 月，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長
杜善學亦被帶走，同天被帶走的還有山
西省政協副主席令政策。令人玩味的
是，中紀委網站公佈這二人受查消息的

時間間隔，僅有 1 分鐘。公開消息指二
人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中央免職並
接受組織調查。
到了 8 月，山西打虎之勢加碼。8 月
23 日，中紀委再次「雙擊」，時任山
西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的聶春玉和
時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的
陳川平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同日落
馬，兩人被通報的時間前後也只隔一
分鐘。當中涉及陳川平「落馬」，與
令政策被調查有關。陳川平是令政策
老鄉，同為山西平陸人。令政策擔任
山西省發改委副主任、主任期間，陳
川平一直擔任大型國企太鋼的第一把
手。
就在山西官場還未回過神來之時，中
紀委於 8 月 29 日下午 3 個小時內，公佈
了時任山西省副省長的任潤厚和時任山
西省委常委、省委統戰部部長的白雲因
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至此，山
西被調查的省級官員已達 8 人，其中包
括 4 名在任省委常委。而白雲還成為十
八大以來首個被調查的女性省部級官
員。

「邊吃餃子邊打老虎」

網友讚中央反腐不停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北京報道）令計劃違紀接受
審查消息甫一宣布，內地微博、微信上一片歡呼，「習大大
和老百姓冬至一起吃餃子，打貪官」之語不絕於耳。微博上
網友亦迅即將其與周永康落馬聯繫起來，讚中央打虎不停
歇，網友「孫暉」調侃：「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不快」，
新浪網友一片期待已久的感歎：「今晚終於第二隻靴子落地
了」！
中紀委周五查辦貪腐高官的「鐵律」猶在耳邊，周一打老
虎已現眼前，引得網友感慨「中央打虎無時限」。內地互聯
網上的民意更是期待中央打虎乘勝追擊，網友何剛的表態頗
具代表性，一方面是對中央最高層打虎的信心，另一方面更
是期待對涉及的利益集團的清查。「反腐治黨無疑是強大的
共識和堅決的行動！望盡快徹查令氏家庭及其利益關聯群
體 。」

後，計劃在回憶自己一生的時候會覺得，此生最低潮不是被
組織拿下調查移送，而是2012年初春一個夜晚北四環那場讓
獨子在與兩個女孩兒車震中送命的法拉利車禍發生後，自己
面對兒子的屍體裝作不識，讓兒子改名換姓下葬，而自己繼
續開會接見講話視察。他覺得自己從那晚起就不是人了。」
從令政策倒台，到猜測令計劃結局，令氏家族的戲劇性這一
年來一直在互聯網上被津津樂道，當令計劃終落馬後，網友
「朱良」的評論頗具代表性：「何時能拍成電視劇？」

微博重提令子「法拉利車禍」
2012 年 3 月 19 日《新京報》一則被低調處理的特大新
聞——《法拉利撞牆解體 三人被甩車外》，昨晚再次在互聯
網上熱傳、熱議。其中網友「貝格海德」戲仿馬奎斯《百年
孤寂》中開篇「很多年後」的微博，引起瘋轉：「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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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時任山西省發改委主任的令政
策透露，父親當年特別喜歡看報
紙，他們出生時，父親就地取材，
在報紙上找一些當時見報率較高的
詞彙如路線、政策、方針等為他們
取名，這就是他們兄妹五人令路
線、令政策、令方針、令計劃、令
完成姓名的由來。

二兄令政策涉違紀被查
令政策是家中次子，出生於 1952 年，從一
名硫磺礦工人一直做到山西省發改委主任、
山西省政協副主席等高位。令政策曾在 2007
年出席全國兩會時談起其弟令計劃，聲稱令
計劃為黨和國家事業盡心盡力、踏實工作，
是名優秀幹部，兩兄弟的共同特點是比較勤
奮。今年 6 月 19 日，中紀委宣佈令政策涉嫌
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調查。官方未公佈具體案
情，但有媒體稱，令政策擔任山西省發改委
主任期間，這個煤炭大省每年煤炭出省銷量
數億噸，「當時外省搶要煤，這個指標如
何分配有很大利益。令政策作為發改委主
任，權力是很大的」。2008 年，令政策升任
山西省政協副主席，雖從一線退出，在當地
依然很有影響。彼時，山西省成立總規模100
億元的能源產業基金，令政策擔任該領導小
組副組長，負責該基金的分配與投資。就在 6
月 20 日令政策落馬次日，新華社旗下的「中
國網事」網站刊出評論《朝裡有人也不靈》
評論令政策落馬事件，並稱「從這些年落馬
的官員來看，有的人以血緣和姻緣為紐帶結
成「家族貪腐」，互相庇護；有的人借籍
貫，助自己升遷。出來混早晚要還……」。
儘管該文刊出不久即被刪除，但其中暗指令
計劃，已不言而喻。

傳小弟被查未獲官方證實
今年 11 月起，多篇「起底」令計劃小弟令
完成、侄子令狐劍「財富王國」的調查報
道，被廣泛轉發，受到海內外高度關注。報道
稱，自 2001 年起，令完成化名「王誠」，和
令家長子令路線之子令狐劍，憑借家族的裙帶

關係，通過龐雜交叉的股權投資在公關、廣
告、私募、城市安防、網絡信息安全等板塊構
築起結構複雜的財富版圖，收穫頗豐。據稱，
在科技創投領域，「王誠」出任天天在線有限
公司董事長、總裁，在他帶領下，天天在線快
速發展並在幾年內成長壯大；2008 年，「王
誠」開始進入私募圈，成為私募機構匯金立方
的董事長，管理超過 20 億元規模的資金。匯
金立方在私募圈並不算體量龐大，但僅有的幾
次投資都帶來了超高額回報，其中匯金立方曾
投資樂視傳媒，以其持股時間內的最低股價做
保守計算，匯金立方的收益超過 2.2 億元。有
媒體稱，令完成已於今年 10 月被帶走調查，
但未獲官方證實。

神秘「西山會」多成員落馬
令計劃在以家族為核心拓展財富版圖的同
時，也企圖以山西籍為紐帶打造官商同盟。
據內地知名反腐記者羅昌平揭密，不晚於
2007 年，一個名叫「西山會」的高官圈子悄
然成型，由進入或候補進入中委的晉籍官員
組成，除了官員，只有個別獲得身份認可的
同籍商人，才能擁有埋單的資格。羅昌平在
其所著《打鐵記》中以「大內總管」稱呼令
計劃，並直指令計劃是「西山會」名副其實
的「黨鞭」，「誰手握那張通往西山飯局
的門票，似乎也就坐上了權力晉級的直梯。
那種權力膨脹的速度，並不亞於他們故
鄉——煤都老闆的財富迭增」。而這個飯局
的一名埋單者，正是劉志軍的合夥人山西商
人丁書苗。據稱，已經落馬的劉鐵男、令政
策、申維辰、陳川平等高官都是「西山會」
成員。

「大管家」難自管 冬至貪官膽更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楊 山西報道）昨
日冬至，太原一家餃子館的客人們不約而同
放下餃子盯住電視新聞，「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央統
戰部部長令計劃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
組織調查」，各種手機鈴聲不斷響起，多與
令計劃落馬消息有關。大廳裡各種議論聲熱
鬧起來：「中紀委不是周一打蒼蠅，周末打
老虎嘛，今天是周一啊？」「啥周一周五
的，今天是冬至！『計劃』不周啊，貪官的
冬天開始了」。中紀委網站昨早公佈了原太
原市委書記申維辰、原山西省人大副主任金

道銘被雙開，讓本已神經質的山西官場切實
感受一把「冬至」的「寒意」。
記者撥通了山西當地一同行的電話，
「看到了，看到了。沒法說了，想不通
啊，曾經是中央的『大管家』啊，多不容
易啊，怎麼就管不住自己呢？」「每年過
年過節，令家門口各種高檔汽車不斷，我
就覺得味道不對，影響多壞啊！」在太原
工作多年的運城籍宣傳部幹部說，哎，靴
子終於落地了，政策出事後大家就預測，
計劃是過不了年了。令家的「塌鍋兒」讓
更多官員睡不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