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河南银监局近日依法查处了辖内
银行业金融机构质押贷款案件，对两地涉及
该案的 19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共计罚款 5250
万元，并处罚 104 名责任人。目前，公安机关
已抓获 35 名外部涉案人员。

此案起因于 2016 年 5 月陕西潼关县联
社发生的一起 2000 万元质押贷款案件。随
后挖出了多名外部不法人员以纯度不足的
非标准黄金做质押物，骗取这 19 家银行业金
融机构 190 亿元贷款的特大骗贷串案。

目前公安机关抓获了 35 名“外部涉案人
员”，而银行内部责任人员则是由两省银监
部门分别作出了处罚。尽管银监部门的处
罚看上去非常严厉，但是要知道行业主管部
门的行政处罚与公安机关的刑事追究完全

不可同日而语。换句话说，银监会最重的处
罚莫过于开除或从业禁止，而公安机关的强
制措施和侦查工作，最终很有可能让那 35 个
人锒铛入狱。再则，那 5250 万元的巨额罚
款，实际上是对涉案的 19 家金融机构开出
的，罚的并不是个人。

同一起案件，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内外
有别”的处理方式？这 104 名银行内部工作
人员，真的只是触犯了“行规”吗？虽说这 35
人甚至更多的“外部涉案人员”共同参与骗
贷，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违法犯罪，而且情节
非常严重、金额令人咋舌，然而仅凭这几十
名“外部人员”，拿着连成色都不足的非标黄
金，就能让两个省的 19 家不同银行机构悉数
上当，最终成功骗取近两百亿的巨款？

要知道，这可不是笔小数目，那么多家
银行的贷审程序及规则又不是形同虚设，那
些贷审业务人员也不是吃白饭的，起码黄金
真伪难道都不去鉴定评估一下？可为什么
在同样的骗局中集体失明？最重要的是他
们的这种严重“放水”行为仅仅只是违反了
金融机构内部规定？

凡此种种都让人不得不怀疑，这 19 家金
融机构的相关工作人员，是不是与那 35 人有
内外勾结、利益交换而故意为之？如果真是
这样的话，可就不只是违规违纪了，即使不
说是这一骗贷团伙的共犯，也必定是重大的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职务犯罪行为，如此
一来又怎能只是给予行业内部处罚？是不
是也该移送司法？ （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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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观察FZ

看图说事FZ

京津冀纪检监察“网络”织得更密。依
据三地纪委近日建立的工作机制，党员干
部、监察对象在另外两地发生违纪违法问题
线索，将被定期移送其所在地监督机关。

京津冀纪检监察机关建立协同监督机
制，意味着三地的公职人员，今后在京津冀
任何一地发生违规违纪行为，都将被及时移
交至公职人员所在地的监督机关。

从更大的范围看，纪检监察部门建立跨
区域协同监督机制，的确很有必要。以最普
通的违反八项规定情形为例，曾有媒体报
道，有些官员在当地公款吃喝惧怕纪检监察

部门明察暗访，因此驱车跑到毗邻接壤的外
省外地公款挥霍。而异地纪检监察部门又
无法对外地食客进行有效监控，导致潜伏异
地豪吃海喝的现象愈演愈烈。

本地执纪部门鞭长莫及，而异地监督者
没有管辖权，即使发现也难以处理。这是一
些心存侥幸的公职人员得以凭着“异地违纪”
规避有效监督的现实逻辑，也让构建全方位
无死角的纪检监察网络极具现实针对性。

就现实而言，这种跨区域协同监督机制，
当前尤其需要在省级行政区间实现对接。有
纪检部门内部人士就表示，同一个省级行政

区内的跨县、市的问题线索，根据相关规定移
交至上级纪委即可，但“如果涉及不同省份，
暂时还没有特别快速的流转渠道。”这次京津
冀之间构建协同监督机制，正是迈出了突破
省级行政区域限制的重要一步。

立足现实，考虑到地域相近的合作更为
便利，同时“异地违纪”也主要发生在相邻地
域，构建跨区域协同监督机制，也完全可以
在相邻省份之间先行先试。

本质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
目的，就是实现对所有行使权力的公职人员
监察全覆盖。而在“异地违纪”的监督和查

处还未能实现“全覆盖”的现实之下，打破纪
检监察过程的区域壁垒，构建跨区域的协同
监督机制，也是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
积极响应，是实现“监察全覆盖”不可或缺的
机制保障之一。

公职人员违规违纪，不会因为发生地
不同而改变其性质。同理，公职人员走到
哪里，有效的监督就应该跟到哪里。期待
构建跨区域的协同监督机制，能成为更多
地方在深化纪检和监察体制改革中的必选
动作，以此彻底堵死“以空间换责任豁免”
的监督漏洞。 （新京）

“抢”票骗局
临近节前，许多在 12306 官网和 APP

抢票失败的用户，不得不试一下“黄牛”
代购或第三方抢票 APP。但骗局也盯上
了他们。

一些山寨抢票 APP 暗藏消费陷阱，
甚至根本是打着抢票为名行骗。这些抢
票 APP 还存在退费难、诱导有偿抢票等
情况。 （法晚）

歌厅向顾客收版权费
于法无据

近日，有网友反映，在湖南长沙的KTV唱歌，都被收取5元
版权费，且不开发票。对方的收费依据是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
管理协会提出的著作权使用费的收费标准。中国音像著作权
集体管理协会方面对记者表示，版权费针对的是以营利为目的
的KTV场所，而KTV是没有权力向消费者收这笔费用的。

KTV 向普通顾客收取版权费是为了转嫁经营成本，不过
这样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直接背离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
原则。对于 KTV 乱收顾客版权费的现象，消费者协会、工商
部门、中国音协等相关组织和部门要坚决处理。 （法报）

电子鞭炮
不该继续野蛮生长
临近过年，记者调查发现，在禁放烟花爆竹越来越普遍

的背景下，电子鞭炮已悄然进入市场销售，这种“搞声音，造
氛围”的生意日趋火爆。不过，看似安全的电子鞭炮，也是

“危机四伏”。
由于目前我国所实施的《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中并未

涉及电子鞭炮，电子鞭炮也没有自己的行业标准。所以，即
便像上海等个别地方组织开展过电子鞭炮产品质量安全风
险监测，也只能参考其他电子设备、灯具等标准进行，从结果
来看存在不少问题。由于“危机四伏”，让人心存忧虑，所以
希望有关方面尽快出台相关规范，让电子鞭炮从“野蛮生长”
回归“健康成长”。 （新京）

高科技斑马线背后
也应思量“文明账”
斑马线两侧设置闪光道钉，行人步入时闪烁发光，警示

车辆礼让，行人通过后又会自动熄灭。这样一条“高大上”的
斑马线在宁波市北仑区投入使用。因为采用了行人过街文
明礼让智能预警系统，才使得这条斑马线有了警示功能，这
在浙江省内尚属首条。

技术的参与、资金的投入，有时候可以“立竿见影”地提
高文明程度。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不文明现象推高了社
会治理成本，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资源为不文明行为“买
单”的“浪费”现象。因此，在为高科技斑马线叫好的同时，背
后的“文明成本账”也颇值得我们思量。 （北晨）

跨区域协同监督遏制“异地违规”

190亿骗贷案，查处岂能“内外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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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万赃款都花在虫草等药材上

2 月 2 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梁建新

受贿案判决书。这名出生于 1953 年 11 月的

正处级干部，2005 年 5 月至 2011 年 7 月任东

莞市国资委主任，2017 年 7 月被捕。

至于杨志茂，公开资料显示，其为东莞

凤岗人，1963 年生，曾登上“2015 福布斯全

球亿万富豪榜”，并且位居东莞首富。披露

的资产是 14 亿美元，但业内人士估计，其财

富总值至少 100 多个亿，近 200 亿人民币。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 年 11 月，东莞证

券 20%股权欲转让，被东莞首富杨志茂所在

的锦龙股份看上。随后，梁建新 6 次收受杨

志茂所送钱财，共计 410 万港币，折合人民

币 364 万余元。

这么多钱，是怎么送的？2007 年中秋

节前，杨志茂邀请梁建新到一家鲍鱼饭店吃

饭，完事后送上一个礼品袋，称里面是公司

材料。梁建新说，自己当时也很纠结，想把

钱退回去，但怕杨志茂与时任东莞市委书记

刘某关系太好，担心被打小报告，只得把钱

收下。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此后，杨志茂以同

样 的 方 式 给 其 送 钱 ，每 次 都 是 80 万 元 港

币。在 2010 年春节前，杨志茂又给了一个

信封，里面是 10 万港币。至于为何数目急

剧缩水，那是因为锦龙股份对东莞证券股权

的收购已经完成。杨志茂想通过这种方式，

让梁建新明白：以后不会再送钱了。
记者发现，拿到钱后的梁建新并未如部

分贪腐官员一样买房、放高利贷，而是到香
港购买虫草等高档药材供本人及家属使用。

原来，他的妻子早在 2006 年就被诊断
为肝炎，后来发展为肝硬化，又查出患有严
重的糖尿病。他本人也因喝酒应酬致使身
体变差，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故而平时
用虫草泡水喝。

市委书记出马，首富成功中标

记者仔细梳理判决书发现，杨志茂收购
股权的行动之中，梁建新其实只是个小角
色。按照梁的供述：自己虽然是国资委主
任，但他只是按照市联席会议和市领导的意
图办理。

而这里提到的市领导，正是上文所述
的“东莞时任市委书记刘某”。记者根据公

开 信 息 得 出 结 论 ：刘 某 全 名 为 刘 志 庚 。
2004 年，刘调到东莞，在此工作 7 年，先当
市长后当书记，直至 2011 年 11 月升任广东
省副省长。

2016 年 2 月 ，刘 志 庚 落 马 。 2017 年 2
月，该案在南宁开庭。检方明确指控：其利
用职务便利，为锦龙股份杨志茂等人在股权
收 购 等 事 项 上 提 供 帮 助 ，收 受 9817 万 余
元。3 个月后，刘志庚被判处无期徒刑。

他是怎么为杨志茂提供帮助的呢？此
前的公开报道，并未提供详细信息。记者发
现，在梁建新一案里，部分疑问有了答案。
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刘志庚设立条件，
将杨志茂的竞争对手排除在外。

具体来说，东莞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联
席会，会议讨论东莞证券公司股权转让事
宜，起初几次意见不统一。最后，刘志庚提
出 5 条意见：公开招标、民营企业可以持股、
国有企业不能参与投标、受让公司必须是上
市公司、受让公司需将注册地迁至东莞。

在梁建新看来，这 5 个条件将有收购意
向的竞争对手排除在外了。大家也都清楚，
对锦龙公司的倾向性已经非常明确了。最
终，锦龙公司在没有其他投标竞争对手的情
况下中标。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2017年12月
13 日，杨志茂因犯单位行贿罪，被南宁铁路
运输中院判处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3 年。而
就在 12 天后，收了杨志茂 400 万港币的梁建
新，在东莞中院一审获刑5年。 （法晚）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法院
了解到，五河县法院对五河县卫计委医政科
原科长钟兰喜犯受贿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以受贿罪判处钟兰喜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13 万元，对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该
案是安徽省首例由监委向司法机关移送处
理的案件。

钟兰喜现年 53 岁，2006 年 9 月至 2010 年
5 月任五河县卫生局法规股副股长，2010 年 6
月至 2013 年 7 月任五河县卫生局行政审批
科科长，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1 月任五河县
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2014 年 2 月至案发时
任五河县卫计委医政科科长。

经审理查明，2010 年至 2017 年，钟兰喜

在担任上述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以收受礼金、礼品、购物卡等方式，非法收受
他人贿赂，价值人民币 11.24 万元，为他人在
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乡村医生资格
证》以及减免处罚等方面非法谋取利益。

法院认为，钟兰喜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不正确履行职责，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非

法收受监督管理对象或下属单位人员财物
共计 11.24 万元，为他人或许可为他人谋取
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了受贿罪。鉴
于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全部退赃，依法可酌
情从轻处罚，故作如上判决。

宣判后，钟兰喜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服
从判决不上诉。 （安日）

内蒙古一女市长受贿2000多万
获刑12年

丈夫及领导都是
她捞钱的“拍档”

2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
宣判乌兰察布市原市委副书记、政府市长陶淑菊涉嫌受贿犯
罪案，一审判处陶淑菊有期徒刑 12 年，并处罚金 200 万元。

记者从判决认定中看到，陶淑菊担任市长期间，长期伙
同丈夫非法收受企业贿款；在陶淑菊被立案审查几天之后，
与其长期搭班子的市委书记就被逮捕。

陶淑菊伙同丈夫受贿

2017 年 5 月 16 日，据中纪委官网消息：经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批准，内蒙古自治区纪委对陶淑菊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
立案审查。

今年 2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乌兰察布市原市委副书记、政府市长陶淑菊涉嫌受
贿犯罪案，一审判处陶淑菊有期徒刑 12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 万元。

判决认定，陶淑菊利用担任乌兰察布市委副书记、政府
市长的职务便利，与其丈夫接受他人请托，为北京某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承揽项目提供帮助，并伙同其
丈夫非法收受北京某技术有限公司 3 笔贿赂共计人民币
453.1623 万元；非法收受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两笔贿赂共计
人民币 2113.206 万元。

法庭以受贿罪判处陶淑菊有期徒刑 12 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200万元。共同受贿的涉案赃款、赃物依法由查封、扣押、冻
结机关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陶淑菊未提出上诉。

和搭班子的领导先后落马

2016 年 10 月 1 日，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消息，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对原乌兰察布
市市委书记王学丰（正厅级）决定逮捕。此时据陶淑菊被立
案侦查仅仅过去 5 天。

2017 年 10 月 10 日，据内蒙古自治区纪委消息：经内蒙古
自治区党委批准，内蒙古自治区纪委对王学丰严重违纪问题
立案审查。

经查，王学丰违反廉洁纪律，收受他人所送礼金；违反组
织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
拔任用、工程项目审批、专项资金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
益，收受他人财物。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收受他人财物问题涉嫌构成犯罪。

记者从其公开简历中看到，2011 年 3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
王学丰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委书记期间，陶淑菊先
后任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此前据媒体报道，上述二人在长期搭班子期间，关系紧
密，出席公务活动常形影不离，“能见到书记的活动，几乎都
能见到市长”。

有指责声认为，两人执政期间资本吃矿产、吃房产甚是
凶猛。 （综合）

为人办医疗证收钱又收卡
安徽五河县卫计委一科长受贿11万多元获刑一年半

广东东莞原国资委主任梁建新6次收受东莞首富410万港币获刑5年

赃款全都用来买高档药材

梁建新梁建新(资料图)

近日，广东原副省长刘志庚受贿案部分细节得到披露：

当东莞首富杨志茂准备收购东莞证券股权时，刘提出了5条

意见，成功地把杨的竞争对手排除在外。

记者注意到，为此，杨志茂付出高达6411万元，后因犯单

位行贿罪获刑2年、缓刑3年。收钱的刘志庚被判处无期徒

刑，而此事的另一名涉案人——东莞原国资委主任梁建新因

受贿410万港币，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上接 1 版）2006 年某一天，倪亚四在三亚
湾附近看到 1 名男子骑着摩托车抢夺 1 名
女子的挎包，他见状立即追上去，成功将
被抢的包抢回来还给了该名女子。

2012 年 7 月份的一天，倪亚四开出租
车在路边，看到 1 名男子殴打 1 名女子，倪
亚四将车停下上前制止，打人男子声称喊
来朋友殴打倪亚四，经围观群众的协助，
将女子带到安全的地方。

“他心很善良，只要他能帮的，二话不
说就鼎力相助。”妻子林英自豪地告诉记
者，倪亚四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乐于帮助别
人，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是亲戚朋友以及
同事很佩服他的为人。以前在出租车公司
工作，经常救济比自己更困难的同事，拉活
的时候碰到困难的老人不但不收车费，还
给钱并帮老人买吃的。有一次，倪亚四看
到一孕妇捂着肚子和老公在路边招手着急
找出租车，倪亚四心一想，可能是其他出租
车不愿载孕妇，他便同车上的乘客商量，让
该名乘客搭另一辆车，他要送这名孕妇去
医院，乘客同意后，他立马将孕妇送往医
院，路上孕妇肚子疼得厉害，眼看着就要生
了，他加快车速安全送进产房。

谈起倪亚四这些年来的义举，妻子林
英显得有些揪心。林英告诉记者，她很支
持老公，但同时又有些害怕，因为没有人知
道，歹徒身上是否携带刀枪，危险常在。“看
到有贼能不抓贼吗？你能假装看不到，不
帮助人家吗？”这是妻子每次劝说不要做这
么危险的事时，倪亚四经常说的一句话。

“如果当时有了顾虑，那怎么还能去
做那些事？处处为了自己着想而选择不
管不顾，我做不到！”倪亚四语气坚定地
说，这个社会需要正义，不管在何时何地，
只要看到别人有困难，需要援手时，他会
毫不犹豫地向他人伸出援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