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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發審委員違法買賣股票罰5億
馮小樹利用親屬入股 待公司上市後拋售獲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內地資本市場再曝監守自盜案件。中國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張曉軍昨

日在例行發佈會上通報，深圳證券交易所原發審監管部副總監馮小樹涉嫌違法買賣股票，通過親屬入股擬上

市公司，並在公司上市後拋售股份，獲利2.48億元（人民幣，下同）。中證監決定對馮小樹罰沒4.99億元，

並採取終身市場禁入措施。

張曉軍透露，中央第七巡視組在對證
監會巡視期間，向證監會移交了前

深交所工作人員、曾任證監會股票發行審
核委員會兼職委員馮小樹涉嫌違法買賣股
票的相關線索，證監會黨委對相關線索高
度重視，要求予以徹查。經過調查審理工
作，證監會查明馮小樹先後以岳母、配偶
之妹的名義入股擬上市公司，並在上市公
司上市後拋售股票獲取巨額利益，累計交
易金額達到2.51億元，獲利金額達2.48億
元。

曾審核通過27公司新股上市
張曉軍指出，馮小樹作為承擔監管職責

的重要幹部，知法犯法，以他人名義在公
司上市前突擊入股，上市後賣出股票獲取
利益，違反證券法關於證券交易所人員禁
止買賣股票的規定，擾亂資本市場秩序，
證監會決定沒收違法所得2.48億元，並頂

格處以2.51億元罰款。
馮小樹早年擔任證監會創業板發行監管

部副處長，後調至深交所先後擔任兩部門
副總監。2004年12月30日到2007年4月
底，擔任深交所發審監管部副總監的馮小
樹連續擔任證監會第七、第八屆發行審核
委員會兼職委員。據統計，擔任發審委委
員的兩年四個月期間，馮小樹參與審核通
過了27家上市公司IPO首發申請，否決了
6家公司首發申請。卸任發審委委員後，馮
小樹轉任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副總
監。

多名發審委員曾被查處
內地證券發行實行核准制，證監會的行

政審核權力的核心集中在發行監管部的
IPO審核與再融資審核，證監會發行部、
發審委重權在手，一直是證監會內部人員
違法違規的重災區。此前被曝光案件多為

發審過程中受賄，但證券官員在企業上市
前「跑步」入股，在業界已成暗流，但此
次馮小樹案是迄今被查處第一案。
此前多名發審委委員被查處。2004年，

證監會發行部發審委工作處副處長王小石
就因涉嫌在IPO審核期間受賄被檢察機關
帶走；2015年連任四屆發審委委員的胡世
輝因受賄被查；2015年6月證監會發行監
管部處長李志玲因涉及配偶違規買賣股票
移送司法機關調查；2016年底證監會原創
業板發行監管部副主任、投資者保護局局
長李量接受組織調查，其曾長年主管發行
部和創業板發行部。
根據《證券法》規定，證券監督管理機

構的工作人員在任期或者法定限期內，不
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義持有、買
賣股票。中國證監會曾發佈通知，證券監
管系統全體工作人員及其配偶和子女不許
買賣股票。

4月19日，中歐第七輪高級別戰略對話在北京
舉行。國務委員楊潔篪與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外
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蓋里尼共同主持會議，
雙方就廣泛議題進行了探討和交流，並釋放出加
強合作的重要信號。對中歐雙方來說，全面深化
合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前所未有。這主要出於以
下幾點考慮：
一是共同維護全球經濟穩定、可持續增長的需

要。目前，世界經濟出現較快增長態勢，中、歐
2017年均開局良好，形勢喜人。中、歐都是世界
排名前列的經濟體，雙方的穩定發展及合作，對

於維護、改進當前國際經濟秩序和貿易規則至關
重要。中歐均面臨經濟結構升級轉型的重大任
務，世界經濟的穩定、繁榮，符合雙方共同利
益。
二是加強全球治理，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需

要。中國積極主張改善全球治理，倡導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與歐盟共同語言增多。中歐雙方均
日益視彼此為推進全球治理議程的同行者和可靠
的合作夥伴。
三是發展戰略對接的需要。歐盟對中國經濟轉

型升級發展戰略關注度日益提升。歐盟尋求加強

「歐洲戰略投資基金」與「一帶一路」倡議對
接；英國試圖將「英格蘭北部經濟帶」納入「一
帶一路」視野；中東歐諸國敞開中國入歐的門
戶。歐盟還看好人民幣國際化及中國金融業開放
機遇。這些都表明，歐盟正將其未來發展越來越
多寄望於與中國合作。
四是深化安全合作的需要。中歐均面臨恐怖主

義、周邊緊張甚至動盪等較大安全威脅，在安全
領域加強合作的重要性前所未有。
總之，全球新形勢對中歐合作提出了新要求，全面

深化和拓展中歐戰略夥伴關係既有利於中歐各自發
展，也有利於全球穩定。
正如楊潔篪所說，中歐深
化合作，事關雙方共同利
益，對國際政治經濟關係
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

中歐深化合作正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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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所所長 張健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
戶端消息，黑龍江省大慶市中
級人民法院昨日一審公開開庭
審理了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原副
主任王陽受賄、破壞選舉一
案。王陽當庭表示認罪、悔
罪。
黑龍江省大慶市人民檢察院

起訴指控：2006年底至2013年
1月，被告人王陽利用擔任撫順
市代市長、市長，中共鞍山市
委副書記、鞍山市代市長、市

長，中共阜新市委書記等職務
上的便利，為有關單位和個人
在企業經營、職務調整、獲選
省人大代表等事項上謀取利
益，直接或通過特定關係人非
法收受上述單位和個人給予的
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6,291萬
餘元。2012年12月至2013年1
月，王陽為當選遼寧省第十二
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利用擔
任中共阜新市委書記等職權和
影響，採取給予財物、打招呼
等方式拉票賄選，破壞正常選
舉活動，情節嚴重，依法應當
以受賄罪、破壞選舉罪追究其
刑事責任。
庭審中，公訴機關出示了相

關證據，被告人王陽及其辯護
人進行了質證，控辯雙方在法
庭的主持下充分發表了意見，
王陽還進行了最後陳述，並當
庭表示認罪、悔罪。庭審結束
後法庭宣佈休庭，擇期宣判。

遼寧人大原副主任王陽當庭認罪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際在線報
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
日在北京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
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視和深
刻反省侵略歷史，同軍國主義

劃清界限。

安倍供奉祭品
據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當
天向靖國神社春季例行大祭供奉
了「真榊」祭品，日本首相助
理、總務大臣以及90多名國會議
員集體前往參拜。在回答相關提
問時，陸慷作上述表示。他說：
「靖國神社供奉對侵略戰爭負
有直接責任的二戰甲級戰犯，我
們一貫堅決反對日本政要的錯誤
做法。中方敦促日方恪守中日四
個政治文件精神，切實落實中日
四點原則共識，正視和深刻反省
侵略歷史，同軍國主義劃清界
限，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
和國際社會。」

中方促日方同軍國主義劃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網
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
日就菲律賓國防部長、武裝部隊
總參謀長當天登上南沙中業島回
應稱：菲方有關人士的這一舉動
不符合兩國高層達成的妥善處理
南海問題的重要共識，中方對此
表示嚴重關切和不滿，已就此向
菲方提出交涉。希望菲方珍視當
前中菲關係來之不易的良好發展
勢頭，切實遵循兩國高層已經達
成的共識，維護南海和平穩定大
局，促進中菲關係健康穩定發
展。
陸慷表示，自從去年杜特爾特

總統訪華以來，中菲雙方圍繞妥
善管控和解決海上問題一直保持

良好溝通，希望這個勢頭能夠
繼續保持。我們希望菲方能同中
方一道，共同維護本地區和平穩
定的局面，以及中菲關係不斷向
前發展的良好勢頭。
美聯社昨日報道稱，菲律賓

國防部長洛蘭薩納當天率領軍
方高層，乘坐空軍C130運輸機
登上南沙島嶼中業島。早前，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也曾揚言
要登上中業島插國旗，但稍後
聲稱已接受中方的建議，取消
登島計劃。
此前，中國外交部曾多次表

示，南沙群島是中國固有領
土。中業島是南沙群島中的一
個島。

菲防長登中業島 中方表不滿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網梳理公開的報道統計，
2017年以來中國黨政系統已有12名原省部級及以
上官員領刑，而十八大以來獲刑的落馬「大老
虎」人數增至67名。

14人死緩或無期
2014年7月，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常委、統戰
部原部長王素毅獲無期徒刑，被剝奪政治權利終
身，王素毅成為十八大後首個被判無期的原省部
級官員。緊接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劉鐵男，中
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書記周永
康，全國政協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原部長
令計劃，中央軍委原副主席郭伯雄，廣東省委原
常委、廣州市委原書記萬慶良，中國科協原黨組

書記、常務副主席申維辰，海南省原副省長譚
力，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金道銘，山西省
委原常委、原副省長杜善學，全國政協原副主席
蘇榮和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奚曉明等12人，先
後被判處無期徒刑。
2016年10月9日，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
員會原副主任委員白恩培被判死刑，緩期二年執
行，成為十八大以來「大老虎」被判死刑的第一
人。同年11月11日，廣東省政協原主席朱明國受
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原
副主席趙黎平故意殺人、受賄、非法持有槍支、
彈藥、非法儲存爆炸物案同日宣判，兩人分別被
判處死緩、死刑。
除上述被判死刑、死緩和無期徒刑的 15人

外，67名獲刑「大老虎」中，僅有湖南省政協原
副主席童名謙，環境保護部原副部長張力軍，河
北省委原常委、組織部部長梁濱，太原市委原書
記陳川平，國家行政學院原副院長何家成等5人
刑期低於10年。其餘47人則分別領刑11年至20
年。

9人涉案金額過億
梳理發現，十八大以來被判刑的「大老虎」中
至少有9人受賄金額過億。其中受賄金額最高的
是上文提過的白恩培，共計折合人民幣
2.46764511億元，白恩培還有巨額財產明顯超過
合法收入，不能說明來源。貪污金額僅次於白恩
培的獲刑「大老虎」是廣東省政協原主席朱明
國，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4億餘元，並
對折合人民幣9,104.9萬餘元的財產不能說明來
源。

十八大後67「大老虎」獲刑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人民網及中通社等報道，目
前距離中國官方首次曝光「百名紅通人員」名單
已過去整整兩年。隨本月17日「百名紅通人
員」第75號李世喬從加拿大被勸返回國投案自
首，兩年來，名單上已有40人陸續歸案，超過
60%為經勸返回國投案自首。兩年間，國際合作
亮點頻現，今年也將是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
的全面深化年。

逾六成經勸返回國投案
人民網等內地媒體昨日報道，這些歸案的人士
外逃前均牽涉經濟問題，其中19人涉嫌貪污，7
人涉嫌受賄。公開報道顯示，他們中已有人在內
地接受司法審判。
其中，外逃時間最久的是原深圳玉威實業公司
總經理朱海平，至去年7月投案自首時已藏匿美
國18年。此外，楊秀珠、黃玉榮、閆永明、朱振
宇、張麗萍、王誠建、楊進軍、戴學民、王佳哲
等人的外逃時間也都超過了10年。
美國、加拿大是這40人外逃的主要目的地。亞

洲國家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等也是一
些外逃人員的藏身之地。也有人選擇逃往幾內亞
比紹、加納等較「冷門」的非洲國家，甚至還有
加勒比海島國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這樣的尚未
建交國。比如涉案價值高達1.09億元人民幣的南
寧星天衛商貿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徐洲就潛逃到泰
國，最終被警方押回南寧。
經過梳理，有25人經勸返回國投案自首，超過

40名到案人員的60%。此外，楊秀珠胞弟、原溫
州市明和集團公司法人代表兼總經理楊進軍等7
人被強制遣返；廣東省廣州市花都區原政協主席
王雁威等6人被緝捕；另有兩人死亡。
從涉嫌的罪名上看，這40人外逃前均牽涉經濟

問題。有19人涉嫌貪污，7人涉嫌受賄，4人涉嫌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4人涉嫌詐騙，3人涉嫌職
務侵佔，另各有1人涉嫌洗錢、挪用公款及行
賄。
除這40人外，其他「百名紅通人員」也有跡可

尋。王清偉、賀儉、賀業軍、胡玉興、虞泰年、
李文革、楊希利、陳興銘等人就曾被媒體提及近
況。他們有的在華人超市當過銷售員，有的在經
營農場，有的被曝在當地擁有價值65萬澳元的住
宅。

與國際反腐合作進展明顯
在「紅通」追逃過程中，國際合作也亮點頻

現。其中中美兩國間的反腐敗合作正通過既有機
制不斷發揮作用。「百名紅通人員」頭號人物、
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的成功歸案，就得
益於中美執法合作聯合聯絡小組（JLG）的正常
運行。中國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反腐合作同樣進展
明顯。2015年7月17日，《中法引渡條約》正式
生效。去年9月，中國與加拿大簽署《關於分享
和返還被追繳資產的協定》，為跨境追贓搭建合
作機制。
報道指，兩年時間過去，懲治腐敗的天羅地網

已撒向全球，「海外不是法外」的反腐敗態勢已
經形成。今年在開展「天網2017」行動的同時，
將抓緊構建不敢逃、不能逃的機制，「讓已經潛
逃的無處藏身，讓企圖外逃的丟掉幻想」。

「紅通」公佈兩周年 已有40人歸案

■中央第七巡視組在對證監會巡視期間，向證監會移交馮小樹涉嫌違法買賣股票的相關線
索。 資料圖片

■「百名紅通人員」頭號嫌犯楊秀珠去年11月從
美國回國投案自首。 資料圖片

■王陽在法庭上受審。
網上圖片

■安倍晉三向靖國神社春季例
行大祭供奉「真榊」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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