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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
确保元旦春节风清气正
“人人拍”等手段形成监督网

日前，中央纪委印发《关于强化
监督执纪问责确保 2016 年元旦春
节风清气正的通知》。通知要求，要
把元旦、春节期间纠正“四风”作为
重要任务，认真研究部署，采取有力
措施，狠抓工作落实。要组织明察暗
访，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发挥新媒
体、新技术作用，运用“一键通”“人
人拍”等手段，形成无处不在的监督
网，深挖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

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电话：
010-12388；举报信箱：中央纪委信
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举报网站：
www.12388.gov.cn。也可使用中央
纪委监察部网站手机客户端，点击

“反‘四风’一键通”举报。
此外，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4

日开设专区，欢迎广大网友举报元
旦春节期间违规公款吃喝、旅游和
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公款购
买赠送贺卡及烟花爆竹等年货节
礼，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违规
出入私人会所等问题。 据新华社

12月2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依法对广东二十一世纪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及原总裁沈颢等敲诈勒索、强迫交
易等系列案件作出一审宣判。

法院以强迫交易罪对被告单位二十
一世纪传媒公司判处罚金人民币 948.5
万元，追缴违法所得；对系列案件的其余
被告单位分别处罚金人民币 3 万元至
5443 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以敲诈勒索
罪、强迫交易罪等数罪并罚，判处沈颢有
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追
缴违法所得；对系列案件的其余被告人
分别处一年六个月至十年六个月不等有
期徒刑；对部分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犯
罪情节较轻的被告人宣告缓刑。

15家被告单位 30名被告人

2015 年 10 月 13 日至 11 月 30 日，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
庭，分别公开开庭审理了广东二十一
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 15 家被告单
位，沈颢、陈东阳等 30 名被告人敲诈勒
索、强迫交易等13起案件。上海市浦东
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公诉人出庭支
持公诉。上述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
被告人及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庭

审过程中，法院充分听取了控辩双方
的 意 见 ，对 涉 案 证 据 逐 一 进 行 了 举
证、质证，查明了相关犯罪事实，并听
取了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被告人的
最后陈述。

法院审理查明，2009 年 8 月至 2014
年9月，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及沈颢为谋
取经济利益，由沈颢确定考核办法与具体
指标，与其统一掌控的相关媒体和广告、
运营公司互相勾结，选择正处于拟上市、
资产重组商业敏感期等情形的企业，利用
企业对媒体登载负面报道的恐惧心理，采
取有偿撤稿、删稿，不跟踪报道等“有偿不
闻”的方法，以广告费、赞助费等名义向四
川郎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9家被害单
位索取钱财共计728万余元。

法院同时查明，2009年12月至2014
年8月，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沈颢等及
其统一掌控的相关媒体和运营、广告公
司，通过上海润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麒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等财
经公关公司，利用登载负面报道给被
害单位施加压力，或列举因未投放广
告导致上市失败事例，或利用被害单
位担心出现负面报道的恐惧心理，迫
使70家被害单位签订广告合同，涉及金
额1897万余元。

沈颢等绝大多数被告人不上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沈颢和二十一世
纪传媒公司等明知处于上市、拟上市、资
产重组等情形的企业被负面报道后，可
能导致股价下跌、上市或收购受阻等严
重后果，仍然凭借媒体的特殊地位，利用
企业对媒体登载负面报道产生的恐惧心
理，采取登载负面报道或将继续跟踪报
道等手段，要挟企业以广告费等名义支
付钱款，以换取媒体删、撤负面报道，或
不再跟踪报道。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的
行为属于刑法规定的敲诈勒索行为，沈
颢在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实施的敲诈勒
索行为中发挥了组织作用，并且直接参
与部分行为，应当追究沈颢敲诈勒索罪
的刑事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单位二十一
世纪传媒公司与财经公关公司相互勾
结，由财经公关公司利用媒体刊发的
负面报道，或由财经公关公司列举负
面报道可能造成企业上市失败等严重
后果，对企业进行威胁，致使企业违背
自身意愿，接受财经公关公司和媒体
要求的广告等服务。被告单位的行为
违背市场交易规则，破坏正常的市场
交易秩序，侵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符

合强迫交易罪的构成要件。本案的强
迫交易罪是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相关
媒体与财经公关公司共同实施的犯罪
行为。涉案的财经公关公司虽然不属
于新闻媒体，没有删、撤负面报道和不
予跟踪报道的权力，但其利用和媒体
的关系，伙同媒体胁迫被害单位接受
广告等服务；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明
知涉案财经公关公司利用负面报道胁
迫相关企业接受广告等服务，仍配合
为其删、撤负面报道和不予跟踪报道，
二者相互利用、相互配合，利益共享，
形成犯意和行为的共同体，依法应当
以共同犯罪论处。

此外，该系列案件中相关被告人和
被告单位所涉职务侵占、行贿受贿、虚开
发票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当
追究刑事责任。

在综合案情事实、当事人自首立功
情节等基础上，法院依法作出上述一审
判决。

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等被告单位诉
讼代表人和沈颢等绝大多数被告人均表
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

庭审期间，上述被告人家属、社会公
众及部分媒体记者参加了旁听。

据新华社

首位幸存者获救一刻：
这是地震了还是海啸了？

23日清晨，田泽明被困67小时
后获救，成为深圳滑坡事件中从土
层下挖出的首位幸存者。

被困60多个小时之后，田泽明
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他获救时，
他问：“这是地震了还是海啸了？”救
援人员贺椿焕笑道：“这是深圳啊，
你觉得可能发生海啸吗？”

洞内深处，田泽明也笑了。他被
深埋在十四五米深的土层下，倒塌
的楼板和椅子之间形成一个狭小的
三角形空间，给了他存活空间。他全
身都被压住，而右臂却能自由活动。
黑暗中，他从身边竟然摸到不少散
落的零食，包括饼干、柚子、瓜子，还
有半瓶水。这就是他活下来的原因。

田泽明还有一个同伴，和他一
同被困，与他互相鼓励，却没能像他
一样走出黑暗。 据新华社

二十一世纪传媒原总裁沈颢获刑4年
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等数罪并罚；被告单位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因强迫交易罪受处

关注深圳山体滑坡

12 月 24 日，在南昌西汉海昏
侯墓主棺清理现场，考古人员在
主棺内外棺之间新提取了96枚金
饼和若干枚马蹄金、麟趾金，截至
目前，金饼总数已达 285 枚。考古
专家表示，此次发现的金饼数量
为汉墓考古中最多，再次体现墓
主身份的尊贵。

此外，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徐长青确认，正式揭晓江西南
昌海昏侯墓墓主身份的工作将推
迟至2016年1月上旬。

考古队原计划于今日举行专
家论证会和新闻发布会，揭晓相关
信息。此前车马坑、漆器及“大刘记
印”等文物的出土，将墓主身份指
向仅做过27天皇帝的第一代海昏
侯刘贺。

据新华社、东方早报

前天，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通报称，
通过边防控制、敦促自首、亲情感化等多
种方式，于12月15日成功将一名潜逃国
外 3 个多月的犯罪嫌疑人劝返归案。这
是北京首例渎职侵权侦查工作中启动海
外追逃并成功劝返的案件。

记者了解到，目前针对潜逃境外人
员主要有引渡、遣返和劝返三种追逃方
式。劝返已经成为近年来境外追逃的高
频词汇，记者梳理国内诸多劝返案例发
现，成功劝返的案例中，“中间人”传话起
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劝返成为境外追逃常用手段

目前，对逃到境外人员的追逃方式
主要有三种：引渡、遣返和劝返。在这三
种追逃方式中，引渡必须是两国之间有
正式缔结的引渡条约；遣返双方要签署
司法协助协议，并有两个要件，一是被遣
返人自愿，二是构成非法移民；劝返则是
指通过对外逃贪官开展说服教育让其主
动回国接受处理。

近几年来，劝返逐渐成为境外追逃
工作中的一个常常使用的手段。记者查
询发现，“劝返”这个词 2007 年源于北
京，当时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的
民警通过将近 7 年的努力，将潜逃到德
国的一名官员劝返回国接受审判，房山
检察院的这个案例后来被最高检推广至

全国检察机关，劝返也慢慢成为一种具
有“中国特色”的境外追逃方式。

公开资料显示，仅今年一季度，全国
检察机关便从 20 个国家和地区劝返或
抓获犯罪嫌疑人61人，其中劝返回国投
案自首47人。

多个“劝返”案例有“中间人”

记者了解到，劝返工作流程一般是这
样的：如果能够直接联系上外逃人员，检察
机关会联系外逃人员或者派出工作人员到
外逃人员所在国与外逃人员接触，通过做
思想工作、谈判等多种方式，希望其回国。

如果不能直接联系上外逃人员，检
察机关会首先跟外逃人员留在国内的亲
属或者其他有关人员进行沟通，由他们
来对外逃人员进行劝说，待时机成熟，检
察机关再联系外逃人员。

记者梳理近年来国内成功的劝返案例
发现，众多案例中大都有“中间人”的身影。

在对外逃人员劝返时，有些外逃人
员由于行踪隐藏得很好，检察机关的工
作人员可能并不知道外逃人员到底在哪
里；即使知道了外逃人员的行踪，但由于
外逃人员对办案人员十分抵触，给劝返
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这种情况下，办案人员往往会通过
寻找合适的“中间人”来进行劝返工作，
通过“中间人”获得外逃人员的信息，由

“中间人”进行传话，对外逃人员做劝说
工作，劝导其回国。

“中间人”多为追逃对象亲友

记者了解到，“中间人”主要包括外
逃人员的亲属和朋友，办案人员首先会
对这些“中间人”做工作，从他们那里获
取外逃人员的外逃地点、联系方式、详细
住址等信息，由他们利用跟外逃人员比
较亲近这一优势对外逃人员进行劝说，
转达办案人员的意见。

此外，通过这些“中间人”，办案人员
也能获知外逃人员本人对回国的态度。
这在今年2月安徽省淮南市检察院劝返
淮南江氏啤酒公司原总经理葛宝伟案例
中十分明显。

葛宝伟因行贿逃往境外，淮南市检察
院在跟踪查询葛宝伟的信息时发现，在前
后七年的时间里，葛宝伟没有回过一次国，
但其爱人的出入国境往返记录却显示，她
基本上每半年出入国境一次，每次时间为
半年。后经努力，办案人员终于获悉了葛宝
伟在国外的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然后通
过一次次做葛宝伟及其爱人的思想工作，
最终促使他决定回国投案自首。

海外追逃并非只靠“劝”

在劝返外逃人员的过程中，单纯的劝

返以及做“中间人”的工作并非完全奏效。
办案人员需主动跟相关国家和地区执法
机构协商合作。比如，有些外逃人员因为
行踪暴露可能会转移到别的国家，给劝返
工作造成很大的难度，这种情况下如果确
定外逃人员的犯罪嫌疑人身份，便可以向
国际刑警组织请求，在全球范围内发布红
色通缉令，一旦被通缉，外逃人员再出境
或者申请移民就会受到限制。

在劝返的同时，办案人员也会将外
逃者的犯罪身份告知其所在国，让其所
在国知道该人是犯罪嫌疑人，中国正在
追缉。这就能给予外逃人员压力，让外逃
人员感到已经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除
了回国没有别的选择。

劝返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
股原股长李华波回国便是一个典型案
例。从 2006 年开始，李华波转出境外赌
博资金高达9850万元人民币，后举家移
民新加坡，获得新加坡永久居民。

2011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通过公安部向国际刑警组织请求对李华
波、徐爱红夫妇发布红色通缉令，并向新
加坡国际刑警发出了协查函。

新加坡法院法官三次发出冻结令，冻
结李华波夫妇价值共计约545万新元的
涉案财产。2012年9月，新加坡总检察署
以三项“不诚实接受偷窃财产罪”指控李
华波，涉及李华波转移到新加坡的赃款
18.2万新元，李华波被判处15个月监禁。

在劝返李华波回国的过程中，促使
其妻子徐爱红回国成为关键的一步。经
过沟通，徐爱红主动打电话给办案人员
要求谈回国事宜，并写下自首书，同时表
示将劝说丈夫李华波自首。

今年1 月30 日，徐爱红携两个女儿
回国自首。妻子、女儿回国了，贪污的赃
款已被多次冻结，自己又深陷牢狱。在巨
大的压力之下，李华波最终选择回国投
案自首。 据北京青年报

征税体制改革方案公布：
国税、地税合作而非合并

24日，中办、国办印发的《深化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正式
公布，其中明确，合理划分国税、地
税征管职责，并将在纳税服务等环
节实施国税、地税深度合作。

我国现行的征税体制确立于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行按税种
把收入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
共享税，并同时设立国税、地税两套
税务机构进行征管。

分税制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经过20多年的时间，职责不够清晰、
执法不够统一等问题也逐渐凸显。

方案中提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
“理顺征管职责划分”，明确中央税
由国税部门征收，地方税由地税部
门征收，共享税的征管职责根据税
种属性和方便征管的原则确定。

这份方案还从创新纳税服务机
制、转变征收管理方式、深度参与国
际合作等方面提出6大类30多项具
体举措，很多与纳税人紧密相关。

例如，提出顺应直接税比重逐
步提高、自然人纳税人数量多、管理
难的趋势，从法律框架、制度设计、
征管方式、技术支撑、资源配置等方
面构建以高收入者为重点的自然人
税收管理体系。

在建立促进诚信纳税机制方
面，对进入税收违法“黑名单”的当
事人，将实施禁止高消费、限制融资
授信、禁止参加政府采购、限制取得
政府供应土地和政府性资金支持、
阻止出境等惩戒。

方案提出了2020年改革目标，
建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相匹配的现代税收征管体制，
降低征税成本，提高征管效率，增强
税法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确保
税收职能作用有效发挥，促进经济
健康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国
税、地税两套机构合作而不合并，这
一决策是建立在反复比较、多方求
证、科学推断基础之上的。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4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中美追逃追赃合作取得重要进展。

据报道，中方正就从美国遣返 5 名
腐败嫌疑人与美方进行磋商。对此，洪磊

表示，去年 12 月，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
络小组第十二次全会在北京召开，双方
共同确定了5起重点职务犯罪追逃追赃
案件，开展联合调查。

洪磊介绍说，一年来，中美两国反腐败
和执法机构加强合作，这5起重点案件都取
得了重要进展，王国强、黄玉荣先后归案。

“我们对美方给予的支持和配合表

示赞赏，希望双方继续发挥好中美 JLG
主渠道作用，以更加务实、灵活的态度推
动反腐败合作，共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和法律的尊严。”洪磊说。 据新华社

海外追逃劝返 频现“中间人”
北京成功劝返首例潜逃国外渎职嫌犯 今年一季度全国劝返自首47人

中美磋商：从美国遣返5名腐败嫌疑人

汉墓考古之最：
海昏侯墓出土金饼285枚

关键词 中间人

“中间人”主要包括外逃
人员的亲属和朋友，办案人
员首先会对这些“中间人”做
工作，由他们转达办案人员
的意见。

关键词 境外追逃

目前，对逃到境外人员的
追逃方式主要有三种：引渡、遣
返和劝返。近几年来，劝返逐渐
成为境外追逃工作中的一个常
常使用的手段。

关键词 劝返

“劝返”是指通过对外逃
贪官开展说服教育让其回国
接受处理。由北京市房山区检
察院反贪局“发明”，后被推广
至全国检察机关。

这是在海昏侯墓主棺出土的金饼昨日，考古人员在清理现场提取金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