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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山东省高唐县人民
法院依法公开宣判被告单位山东源
大工贸有限公司、山东赛雅服饰有
限公司，以及于西明等 6 名被告人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于西明（于欢
父亲）获刑4年、苏银霞（于欢母亲）
获刑3年。

11月14日，山东省高唐县人民
法院依法公开宣判被告单位山东源
大工贸有限公司、山东赛雅服饰有
限公司，以及被告人于西明、于家
乐、苏银霞、张振永、程笑、樊正安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
被告单位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罚
金人民币20万元；判处被告单位山
东赛雅服饰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
15万元；判处被告人于西明有期徒
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判
处被告人于家乐有期徒刑3年6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被
告人苏银霞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8万元；判处被告人张振永有
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8万元；对被告人程笑、被告人
樊正安免予刑事处罚。扣押、冻结在
案的款项依法发还集资参与人。

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山东源
大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大公
司）、山东赛雅服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赛雅公司），被告人于西明、于
家乐、苏银霞、张振永、程笑、樊正安
于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
通过源大公司在济南收购的山东正
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508.85
万元。其中，源大公司、于西明、于家
乐、苏银霞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2508.85万元，赛雅公司、张振永、程
笑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2050.85
万元，樊正安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154.7万元。上述款项主要用于源
大公司生产经营、还本付息等。

2014年12月至2017年11月期
间，已返还集资参与人 1247.74 万
元。案发后，办案机关依法开展涉案
款项的追缴、动员退交工作。截至目
前，案发前尚未返还集资参与人的
涉案款项已全部退缴到案。

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认为，
二被告单位伙同被告人樊正安违反
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未经有关
部门依法批准吸收资金，通过散发
宣传彩页、到赛雅等公司参观考察
等途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公开宣
传，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
其行为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被告人于西明、苏银霞作为源大
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
于家乐作为源大公司直接责任人
员，被告人张振永作为赛雅公司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程笑作
为赛雅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员，其行
为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本案中，源大公司、赛雅公司共
同犯罪均系主犯，但赛雅公司所起
作用相对较小。在源大公司的单位
犯罪中，于西明、于家乐、苏银霞共
同犯罪，于西明预谋、策划、指挥并
实施全部犯罪，于家乐参与预谋、策
划并实施全部犯罪，苏银霞参与预
谋、策划、并积极协助实施全部犯
罪，三人均系主犯。与于西明相比，
于家乐所起作用相对较小，与于家
乐相比，苏银霞所起作用相对较小。
于西明归案后拒不供认其犯罪事
实，于家乐、苏银霞均当庭翻供。

赛雅公司于案发后主动退交其
参与非法吸收、需要继续返还集资
参与人的款项，酌情从轻处罚。在赛
雅公司的单位犯罪中，张振永与程
笑共同犯罪，张振永起策划、指挥作
用，系主犯；有犯罪前科，酌情从重
处罚；系自首，且案发后积极组织赛
雅公司退赔全部集资款项，依法对
其从轻处罚；综合其犯罪情节、认罪
悔罪表现并经判前调查，依法对其
适用缓刑。程笑在与张振永的共同
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予以免
除处罚。樊正安在与源大公司、赛雅
公司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
从犯，有自首情节，且其所参与的非
法吸收款项已于案发前全部返还，
予以免除处罚。

综上，法院根据各被告单位、被
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
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人民日报客户端）

针对美国官员称希望地区所有
国家都能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4日表示，希望
美方说到做到，尊重和支持各国走
自己选择的道路。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美国副总统彭斯 13 日同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共见记者时称，美方希望
印太地区所有国家都能自由选择自
己的道路，追求自身利益，“威权主
义”和“侵略”在印太地区没有立足
之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一向主张，所有

国家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
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各国有权自
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这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内
容。

“我们注意到彭斯先生公开表
示，希望亚太地区所有国家都能自
由选择自己的道路。这非常好，希望
美方说到做到，不仅在亚太地区，而
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尊重和支
持各国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干涉，
不恐吓，不威胁，不侵略，不搞双重
标准。”华春莹说。 （新华社）

记者从西安市交通警察支队了
解到，13日20时41分许，在西安市
灞桥区纺渭路附近，一辆水泥罐车
与一辆面包车相撞造成9人当场死
亡，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余2名
伤者正在接受救治。目前事故原因
仍在调查中。

记者 14 日 0 时 30 分许到达事

故现场，伤者已被送至医院救治，现
场已被警方封锁。记者看到，事故路
段所安装路灯并未开启，夜间路面
能见度较差。据附近居民介绍，该路
段夜间常有重载车辆经过。

14日9时，记者从空军军医大学
唐都医院了解到，正在接受救治的两
名伤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新华社）

据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 14 日发布的碳九泄
漏事件处置进展情况通报，公安部
门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刑事拘
留3名东港石化公司人员、4名“天
桐1号”油轮人员。

11 月 4 日凌晨，东港石油化工
实业有限公司执行碳九装船作业
时，码头连接海域软管处发生泄漏。
泉州市初步认定，该事件为一起安
全生产责任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事
件，直接影响海域面积约0.6平方公

里，约300亩网箱养殖区受损。
通报表示，至14日17时，事发

海域已累计完成渔排油污清理
6615格（总计6713格，其中有98格
未受污染）。至此，吸附在渔排上的
油污清理任务已全部完成。此外，已
完成第6个下沉渔排修复加固。

事故发生后，共有53名疑似接
触碳九的患者陆续到泉港区医院就
诊，其中11人住院留观。至14日17
时，住院留观的患者还剩下2名。

（新华社）

美官员称希望地区所有国家都能自由选择自己道路

外交部：希望美方说到做到

泉港碳九泄漏事故7名人员被刑拘

于欢家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宣判
其父获刑4年 其母获刑3年

西安一起交通事故 已致10人死亡

国台办：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隔阂
是低估台湾同胞判断力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4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
出，民进党当局蓄意在两岸同
胞之间制造隔阂，升高敌意，破
坏两岸关系，以此捞取选举利
益。企图用这种做法一再愚弄
广大台湾民众，是低估了台湾
同胞的判断力。

有记者问，台湾地区“九合
一”选举即将举办，民进党当局
宣称大陆对台湾有介入和打
压，鼓吹台湾民众要对抗大陆。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马晓光在
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针对台当局领导人声称大
陆通过新科技、新网络及新媒
体对台发动所谓“三战”，马晓
光答问表示，这番话本身就是
假新闻、假信息，不值一驳。

他还指出，大陆方面从不
介入台湾选举，有关大陆提供
资金暗助特定候选人之类说法
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请
台湾同胞不要相信。

13日上午，东航一架由无锡飞
往广州的MU2907航班，49岁的旅
客孙某突然感觉心脏不适，头晕，全
身乏力，机组人员立即向上级进行
汇报，经过航空部门的协商，最终该
航班备降南昌昌北国际机场，随后
孙某被迅速送往急救中心治疗。

“该名旅客有心脏病史，当时脸
色苍白，我们及时对旅客做了进一
步的检查，经过检查该名乘客血压
比较高。”南昌昌北国际机场急救中
心副经理毛源泉告诉记者。

经过治疗，至12时30分，孙某
血压恢复正常。13时30分，东航地
面服务部安排车辆将旅客接至候机
楼，旅客决定自行购买就近航班机
票飞往广州。

据了解，MU2907 航班在南昌

短暂停留后再次从南昌起飞，对于
这次因特殊原因导致的延误，飞机
上大部分旅客纷纷表示理解。

然而，飞机上有位网友“邱某”
在朋友圈抱怨称，“救人耽误整架飞
机一百来号人，对于时间极度不够
用的人来说就是浪费生命”。

“邱某”的言论让网友炸了锅，
绝大多数人批评他“太自私”“不能
将心比心”。

13日中午，“邱某”在朋友圈和微
博同时发布了道歉声明。下午3点，
记者联系“邱某”。“邱某”说，这事发
生在13日早上，生病的乘客已无大
碍，具体情况他不清楚。“邱某”确认
所乘航班已经落地广州，对于自己引
发争议的言论，他拒绝回应。

（新华社）

马晓光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
询指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
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性质交
往，发展各种形式的军事联系。我们
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妥善处
理涉台问题。

有记者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
办事处负责人日前宣称，美国有义
务支持台湾维持充足的自我防卫
能力来对抗胁迫，请问发言人对此
有何评论？马晓光在答问时作上述

表示。
他还应询指出，2016 年以来，

谁在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政治基础，谁在损害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成果，美国人应该是清楚的。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我们维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坚
定不移，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
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
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
分裂出去。

针对台军方对向美国采购的两
艘护卫舰“寄予厚望”的相关言论，
马晓光答问指出，我们多次讲过，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及台海地区和平稳
定的重要保障，是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反对“台独”，任何企图凭恃武力
搞对抗的做法都是没有前途的。

有媒体报道，台当局近期可能
在太平岛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演习。
马晓光对此应询表示，与选举有关
的各种动作、各种言论，相信台湾民
众自有判断力。 （新华社）

两岸同胞应共同努力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马晓光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

询表示，《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年
来所提出的许多政策主张都已经变
为现实。两岸同胞应该共同努力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进程。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
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
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明确
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

平统一进程的政策措施。马晓光在回
答相关提问时作上述表示。

有记者问：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
英九日前强调“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
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以“不排斥统一，
不支持‘台独’、不使用武力”的原则维
持两岸和平发展。请问有何评论？

马晓光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
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实现祖国完
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

望，也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
他还表示，2015年两岸领导人

会晤，巩固深化了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共同政治基础，翻开了两岸关
系历史性的一页，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下，两岸同胞
要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确
道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
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
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敦促美方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旅客心脏病发，飞机紧急备降！
有人却吐槽耽误大家时间，网友炸锅了！

非法获利1000余万元、恢复生态需2000万元……

每年数百万吨废旧铅蓄电池

去哪儿了？

含铅酸液就地倾倒，停工
一年气味仍刺鼻……近日，江
苏淮安检察机关查处一起非法
铅冶炼案，嫌疑人回收、拆解废
旧铅蓄电池15000余吨，获利
1000余万元，恢复生态则需要
2000万元。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
现，随着铅价上涨，一些地方的
小企业、小作坊非法回收、拆
解、冶炼废旧铅蓄电池的现象
又有反弹。权威人士称，我国正
进入电池报废高峰期，至少超
过60%的废旧铅蓄电池流入
非正规处理渠道。

近日，记者来到江苏省淮安市淮
阴区袁集乡一个被查处的非法铅冶
炼点，破旧的工厂紧邻淮安境内重要
河流盐河。虽然停工已一年，但厂区
空气中的味道依然刺鼻。在一堆黑色
化学物质旁边，树木枯槁死亡。

一位办案人员表示，最早查案
时，他在现场仅停留了约20分钟，嗓
子就疼得没法说话，头晕脑涨。经环
保部门调查，这片土地和水源都已被
污染，污染物主要是重金属和酸。

据介绍，从2016年3月到2017
年9月被查，此案4名主要犯罪嫌疑
人共投入130万元，雇佣30余人，分
散在不同乡镇回收、拆解、冶炼废旧
铅蓄电池。4人各有分工，有人负责
搭建土炉，有人负责收购废旧铅蓄
电池，有人负责拆解，还有人负责处
置电池塑料外壳。

淮安市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介
绍，其间有账可查的记录显示，嫌疑
人共非法拆解废旧铅蓄电池15000

余吨。初步调查表明，嫌疑人获利
1000余万元，而经南京大学环境规
划研究所评估，涉案几个区域生态
环境的修复至少需要2000万元。

据了解，废旧铅蓄电池非法回
收、拆解、冶炼产生的污染不仅影响
农作物和植物生长，还可能对人体
神经系统和骨骼造成损害。目前，淮
安当地正计划通过公益诉讼等方式
筹措资金，对受污染的土壤等进行
生态修复。

1年半非法拆解15000余吨，土地和水源被严重污染

在查办这一案件的同时，淮安
市还查处了另一起非法回收、处置
废旧铅蓄电池案件，非法收购的废
旧铅蓄电池达 14000 余吨。记者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2014年
以来，查办的类似案件有 120 多
起，主要分布于山东、河南、浙江、
河北等地。

“我国正进入一个电池报废高
峰期，年铅蓄电池理论报废量超过
600万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铅锌分会副理事长马永刚说，保守
估算，超过 60%的废旧铅蓄电池流
入非正规渠道。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秘书长高延

莉介绍，今年初，她在一家报废汽车
企业调研时发现，企业台账上回收
的报废汽车有 1 万多辆，可废旧铅
蓄电池仅有 400 多块，其余电池去
向不得而知。

“巨大的利润空间是废旧铅蓄
电池非法回收、拆解、冶炼屡打不绝
的主要因素。”马永刚说，正规拆解
企业是在全封闭环境下，运用自动
化机械设备，对废旧铅蓄电池进行
破碎、分选、转化。每吨再生铅需纳
税2000多元，环保成本也近千元。

目前，废旧铅蓄电池回收价格
约为 9000 元/吨，冶炼出售的铅锭
价格超过18000元/吨。每吨废旧铅

蓄电池中，铅金属占比约为63%，塑
料占比7%，其余为铅酸液。铅、塑料
均可回收。非法拆解点不顾及环保、
税收等因素，每出售 1 吨铅锭的牟
利空间高达2000多元。淮安查处的
案件中，嫌疑人王某向记者坦言，加
入非法冶炼团伙4个月，仅从回收、
粉碎塑料外壳这一副产品中就获利
16万余元。

非法回收、拆解、冶炼暴利惊
人，不断挤压正规企业生存空间，破
坏市场秩序。马永刚说，因成本低，
非法企业往往在回收电池时抬高价
格，出售铅锭时压低价格，令正规企
业两头受挤压。

电池报废高峰期来临，超60%废铅蓄电池流入非正规渠道

废旧铅蓄电池是列入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的危险废物。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管理办法规定，在我国境内
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经营
活动的单位，必须持有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

业内人士介绍，2011年至2014
年，我国曾开展“肃铅”环保风暴，再生
铅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
的现象得到改善。近年来，随着铅价上
涨，非法再生铅小企业、小作坊又有反

弹迹象，且“地下生产”更加隐蔽。
马永刚告诉记者，为逃避监管，这

些企业大多藏身城乡结合部，有的以
正规工厂作掩护，暗地里搞非法铅冶
炼；有的甚至把小炉子安装在汽车上，
采取“游击”生产方式，流动冶炼。

针对废旧铅蓄电池回收利用中
存在的问题，马永刚、高延莉等认
为，应加快构建有效的废旧铅蓄电
池回收体系，完善废旧铅蓄电池仓
储、回收、运输等细则，建立可追溯

的管理制度；加大对再生铅行业的
环保督察力度，整治非法再生铅企
业；再生铅利用企业需按照危险废
物转移联单规定验收含液废旧铅蓄
电池，禁止购买和利用非法回收的
废旧铅蓄电池。

此外，业内人士建议，85%的废
旧铅蓄电池收购于社会自然人，难
以取得增值税进项发票，应降低废
旧铅蓄电池回收利用行业税负，提
升正规企业市场竞争力。（新华社）

“游击”生产方式隐蔽，治理应环保、税收双管齐下

江苏省淮安市查处的一处非法铅
冶炼点的厂房内部，地上散落着搭建
土冶炼炉的防火砖 新华社发

江苏省淮安市查处的一处非法铅冶炼点院内一角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