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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用公正司法築牢產權保護堤壩

最高法再審顧雛軍案
雪櫃業巨頭涉挪資等囚10年 出獄後提申訴獲受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最高人民法院昨

日發佈消息，人民法院將依

法再審三宗社會反映強烈的

重大產權糾紛案件，其中原

科龍電器董事長顧雛軍案將

由最高法院第一巡迴法庭提

審。顧雛軍於2002年因收購

中國最大的雪櫃廠家科龍電

器而名聲大噪，2008年被判

虛報註冊資本罪，違規披

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

用資金罪三罪成立，數罪並

罰，判處有期徒刑10年，目

前已出獄。官媒評價，案件

再審是落實中央產權保護的

標誌性案件，以糾錯的實際

行動取信於民。專家呼籲應

對顧雛軍等案公開重審，只

要嚴格程序正義，無論再審

結果如何，都會有利於平息

社會爭議、增強社會信心。

顧雛軍案事件簿
■2002年，格林柯爾集團收購了內地

知名家電廠家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
公司。

■2003年到2004年間，格林柯爾董事
長顧雛軍通過旗下公司，連續收購美
菱電器、亞星客車、襄陽軸承、商丘
冰熊等國有企業。

■2005年，中國證監會立案對顧雛軍
展開調查。

■2008年，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出
（2006）佛刑二初字第65號《刑事
判決書》，以虛報註冊資本罪，違規
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資金
罪，數罪並罰，判處顧雛軍有期徒刑
10年，並處罰金680萬元。

■2009年4月10日，廣東省高院發出
（2008）粵高法刑二終字第101號
《刑事裁定書》，對顧雛軍案終審裁
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2012年9月6日，顧雛軍提前三年
出獄。

■2014年1月17日，廣東省高院受理
了顧雛軍的申訴請求。

■2017年12月23日，北京市第一中級
人民法院的《行政判決書》判決中證
監在法定期限內向顧雛軍公開其在
2005年對廣東科龍電器啟動立案調
查程序的主席辦公會議的立案調查理
由、立案調查結論、會議舉行時間、
參會人員名單、會議內容、會議表決
內容、會議紀要。

■2017年12月28日，最高法宣佈啟動
再審。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整理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將依法再審原廣東科龍電器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將依法再審原廣東科龍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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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30日，顧雛軍被判三項罪名
成立，數罪並罰，判處其有期徒刑10年，
並處罰金680萬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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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2016年底出台《關於完善產

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
見》，並提出「抓緊甄別糾正一批
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
件」。時隔一年多後，最高法對三
宗涉產權案件啟動重審，為落實產
權保護邁出的第一步。顧雛軍作為
民營企業家，在企業擴張高峰時突
然獲刑10年，出獄後一直高調喊冤
謀求「平反」，其背後涉及國企改
革、國有資產流失等爭議，使得顧
雛軍案備受關注。

顧雛軍：正義終於還是來了
最高法表示，經審查認為，原審被

告人顧雛軍提出的申訴符合《中華人
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二
條第（二）、（三）項規定的重新審
判條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
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二款的規
定，決定提審本案，由最高人民法院
第一巡迴法庭提審。
最高人民法院稱，將依法組成合
議庭，以對法律負責、對人民負
責、對歷史負責的態度，以事實為
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依法公開、
公平、公正審理。在最高法宣佈啟
動再審後，顧雛軍接受媒體訪問時
表示，「這個案子我完全無罪，正
義來得晚一點，但是終於還是來
了」。

曾被質疑侵吞國有資產
1959年出生的顧雛軍，從生產製
冷劑起家，其創辦的格林柯爾集團在
20世紀初曾是香港創業板的明星公
司。2002年，顧雛軍因收購中國最
大的雪櫃廠家科龍電器而名聲大噪，
但隨後遭遇媒體質疑格林柯爾業績造
假，格林柯爾股價腰斬。不過，顧雛
軍依靠科龍電器穩住陣腳，2003年
到2004年間連續收購美菱電器、亞
星客車、襄陽軸承、商丘冰熊等國有
企業。
之後，香港經濟學者郎咸平質疑
其侵吞國有資產，引發了轟動一時
的「郎顧之爭」。2005年9月顧雛
軍被正式批捕，2008 年因虛假註
冊、挪用資金等罪一審獲判有期徒
刑10年。
2012年9月6日顧雛軍提前出獄。
2014年1月17日，廣東省高院受理
了顧雛軍的申訴請求，但再審案一再
延期，沒有進展。

訴中證監信息披露案勝訴
在最高法宣佈再審顧雛軍案前一
天，顧雛軍對外表示在訴中國證監
會信息披露案中勝訴，北京市第一
中級人民法院判決中國證監會在法
定期限內向顧雛軍公開其在2005年
對廣東科龍電器啟動立案調查程序
的主席辦公會議的立案調查理由、
立案調查結論、會議舉行時間、參
會人員名單、會議內容、會議表決
內容、會議紀要。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昨日就顧雛軍案等相
關案件的再審發表評論說，這些社會反映強
烈的產權糾紛案件進入再審程序，無疑有利
於營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環境，更讓人們切實
感受到黨中央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
產權的堅定決心，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推動誠信市場
文章說，有恒產者有恒心。產權能否得到

有效保護，直接關係着人民群眾的財產財富
安全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產權的保護

力度不斷加大，但一些地方由於種種原因導
致產權受到侵害的現象仍然存在，社會反響
強烈。數據顯示，當前民間投資佔全社會投
資的比重達六成，創造80%左右的社會就
業。依法甄別糾正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
案件，是人民法院必須肩負起的一項重要任
務，將推動形成更加有利於誠信經營的市場
環境和幹事創業的社會氛圍。
文章提到，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往往時間

跨度較長、形成原因複雜，需要人民法院在
審理中尊重歷史、實事求是，以發展的眼光
客觀看待和依法處理改革開放以來各類企業

特別是民營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存在的不規範
問題，嚴格依法審理，公正裁判。

堅決依法糾正
文章強調，再審案件，就是要通過嚴格、

規範的司法程序，進一步查明案件事實真
相，正確適用法律，給社會公眾一個明白，
給訴訟主體一個公正。應當說，案件的再審
啟動，只是案件審判的重新開始，目前尚不
能妄下結論。但無論如何，依法再審就是一
個好的開端。經過再審，如果確定沒有錯誤
的，應當依法維護司法的既判力；對於確有

錯誤的裁判，唯有堅決依法予以糾正，才能
進一步完善對各類財產權的司法保護，增強
社會信心，激發各類市場主體創業創新的動
力，保護企業家精神。
文章最後說，再審案件，不止於公正審理

個案，更在於發揮司法保護產權的示範效
應，構築起司法保護產權的堅實堤壩。在妥
善處理相關案件的同時，人們期待更加完備
的市場交易規則，期待司法機關堅持各類市
場主體訴訟地位平等、法律適用平等、法律責
任平等。築牢產權保護制度這一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的基石，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按刑事訴訟法第
二百四十二條規
定，符合以下5種
情況之一，人民法
院應當重審審批。
1.有新的證據證

明原判決、裁定認
定的事實確有錯
誤，可能影響定罪
量刑的；

2. 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不確實、不充
分、依法應當予以排除，或者證明案件
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的；
3. 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

誤的；
4. 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

影響公正審判的；
5. 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的時候，

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
為的。
此次最高法表示，顧雛軍提出的申訴

符合第二、三項規定的重新審判條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五情況應重審
顧案符合兩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今年前11個月，
全國檢察機關共批准逮捕強姦、猥褻、拐賣、故意
傷害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嫌疑人3.14萬人，起
訴4.24萬人，對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犯罪的打擊更加
準確有力。
最高檢昨日公佈了未成年人全面綜合司法保護十

大典型案例，吉林四平幼兒園教師王某、孫某虐童
案，浙江寧波趙某某猥褻幼女案，上海黃浦區某學
院多名學生校園欺淩案等上榜。
最高檢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辦公室主任鄭新儉表

示，今年河南尉氏組織未成年人賣淫案、上海攜程
親子園虐童案等重大敏感案件發生後，檢察機關第
一時間介入偵查活動引導偵查取證，依法及時對犯
罪嫌疑人逮捕、起訴；最高檢還掛牌督辦了10宗
重大拐賣兒童案件，要求對此類犯罪保持嚴打高壓
態勢。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最
高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辦公室
副主任史衛忠昨日在北京表示，對於社
會影響較大的上海攜程親子園等案件，
檢察機關及時介入偵查活動，就案件偵
查取證、法律適用和保護救助未成年被
害人等提出建議，依法懲治侵害幼兒園
兒童犯罪。

依法從嚴從快批捕
史衛忠當日在最高檢舉行的一場新聞

發佈會上向媒體透露上述信息。他還
稱，「目前，已經對相關犯罪嫌疑人作
出批准逮捕決定。我們將繼續關注有關
案件的進展，加強指導，確保依法公正
處理。」

今年12月1日，最高檢下發《關於依
法懲治侵害幼兒園兒童犯罪全面維護兒
童權益的通知》，要求對於侵害幼兒園
兒童，涉嫌強姦、猥褻兒童，虐待被監
護、看護人，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等犯
罪的案件，各級檢察機關要依法從嚴從
快批准逮捕、提起公訴，形成司法震
懾。對於已經起訴的案件，要從嚴提出
量刑建議。
通知還指出，對具備老師等特殊職業身

份的被告人，建議法院判處禁止其從事與
未成年人密切相關的職業。要加強立案監
督、偵查活動監督和審判監督，堅決糾正
有案不立、有罪不究、量刑畸輕等問題，
確保侵害幼兒園兒童犯罪的犯罪分子受到
應有懲罰，維護司法公正。

史衛忠還介紹說，從去年6月到今年11
月，全國檢察機關已到2,239所幼兒園進
行巡講，向幼兒園工作人員、家長開展
法治教育，向幼兒園兒童進行必要的自
護教育。

攜程幼園虐童等案 檢方及時介入偵查 嚴打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前11月批捕3.14萬疑犯

■攜程親子園被曝老師欺虐幼兒片段。
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和訊網報
道，由最高法直接提審的另一宗案件是原
物美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文中詐
騙、單位行賄、挪用資金一案。
公開資料顯示，1994年，張文中在北京
創立物美商城，並開設了第一家超市，是
內地最早以連鎖方式經營超市的專業集團
公司之一，曾經創造了內地本土零售企業
在港上市第一例。

犯詐騙行賄挪資罪囚12年
從2004年開始，物美通過託管、收購、

重組等方式，控制或擁有了北京超市發、
京北大世界、天津
大榮等全國20多家
商業企業的400多
個網點，成為零售
業中併購最活躍的
民營企業。
2006 年 11 月 12

日，張文中接到中
紀委通知，要求其

協助調查。2008年9月24日，河北衡水中
級人民法院對張文中涉嫌單位行賄、挪用
資金及詐騙一案進行了不公開審理，一審
判處其有期徒刑18年。河北省高級人民法
院於2009年3月30日作出終審判決，認定
張文中犯詐騙罪、單位行賄罪、挪用資金
罪，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2年，並處罰金人
民幣50萬元。
原判生效後，張文中向河北省高級人民

法院提出申訴，於2015年12月21日被駁
回。2016年10月，張文中向最高人民法院
提出申訴。最高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張
文中提出的申訴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決定
提審本案。

仍是最大股東獄中掌控企業
據媒體報道，目前張文中仍舊是物美集

團的最大股東。即使在獄中，張文中依舊
在允許的情況下與物美高層就經營問題保
持溝通。2013年11月，當時的董事長吳堅
忠辭去物美董事長的職位，物美重回張文
中的控制之下。

首個在港上市內地零售企
物美控股董事長案重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