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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3月
7日电 包头市中级人民法
院7日上午公开开庭审理
内蒙古银行原董事长杨成
林涉嫌犯受贿罪、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一案，涉案金
额超6亿元。杨成林的儿
子杨海因涉嫌犯受贿罪、
挪用公款罪，情妇张婷因
涉嫌犯受贿罪同堂受审。

据公诉机关指控，被
告人杨成林身为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担任呼和浩特
市商业银行董事长、内蒙
古银行董事长的职务便
利，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
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杨
海、张婷非法收受他人给
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
3.07亿元；杨成林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两次骗取内
蒙古银行资金共计人民币
628万元；杨成林伙同杨海
等人累计挪用呼和浩特市
商业银行、内蒙古银行人
民币 2.92 亿元归个人使
用，进行营利活动。涉案

金额超6亿元。杨成林犯
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应当以受贿罪、贪污
罪、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记者在庭审现场了解
到，杨成林曾向他人索要、
收受钱财，为其情妇张婷
在北京、内蒙古买房，为张
婷的两个女儿购买200万
元的保险；为给杨海装修
美国的房屋，杨成林向他
人索要5000万元人民币；
要求他人为自己买路虎
车，收受他人给予的价值
26万元的手机、价值37万
元的照相器材；曾以出国
执行公务为由，带其亲人
赴美国旅游，其间购买价
值51万美元的铜马雕塑和
猛犸象牙制品，回国后却
要求下属从单位报销……

2014年 6月，杨成林
因涉嫌受贿罪被内蒙古人
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
同年7月经内蒙古人民检
察院决定被逮捕。

索贿五千万为儿装修美国房屋
内蒙古巨贪杨成林贪污受贿超6亿元被提起公诉

昨天上午，全国人大甘肃代表团举行全体会。会后，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检察院检察长路志强接受新京报
专访，回应“武威警方1月7日抓获《兰州晨报》记者张永生”一事，详解检方调查组的调查经过和调查结论。

被抓记者“涉嫌嫖娼”事实不清
涉嫌7年4次敲诈共5000元

甘肃检方回应记者被抓案——

□记者 王永安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
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
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
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
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对此，

全国政协委员、苏宁控股
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表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而创新就是“剩者为
王”，往往最后坚持下来的
企业才是最成功的企业，
坚持到最后的创新才具有
价值。

张近东：创新就是“剩者为王”

在十三五期间努力改善产品和
服务供给、农村电商，发挥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集众智、
汇众力的乘数效应，已成为全国上
下关注的热点话题。张近东说，结
合自身优势和行业特点，苏宁将通
过跨境电商、农村电商等途径增加
优质产品供给，利用C2B数据化供
应链促进制造业升级和提升产品工

艺。苏宁还将充分发挥互联网零售
服务商的优势，实现从耐用消费、快
速消费到内容消费的覆盖，满足用
户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和服务供给。

“苏宁作为互联网零售行业领军
企业，从未远离创业，一直在创业创
新的主干道上。”张近东说，为支持创
新创业，苏宁将率先在南京总部基地
周边建设苏宁创业营，创业营首期启

动资金3亿元，聚焦O2O融合、智能
硬件、文化创意等创业项目。

张近东说，苏宁发展农村电商过
程中，正在着力解决两个突出的问
题：一是农村物流覆盖范围不全，通
过布局苏宁易购直营店，打通农村物
流“最后一公里”；二是农村电商人才
缺乏，苏宁将整合社会资源补充教学
力量，开展农村电商人才实操培训。

努力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

“总理提出要鼓励线上线下互
动，推动实体商业创新转型。”张近
东说，苏宁从2009年开始互联网转
型，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商业零
售模式，2015年线上线下整体营收
增长24%，线上平台增速高达95%，

这表明O2O模式的流通效率更高、
用户体验更好，代表了未来零售业
发展的方向。

张近东说，苏宁立足零售业的
互联网转型，打开了产业升级发展
的大门，创造了商业、地产、文化、投

资协同发展的新格局。未来展现在
大家眼前的不仅仅是一个专业、品
质的苏宁，还是一个多彩的苏宁。
苏宁将在大消费大服务领域，坚持
创新，从布局的“少数派”成为顺应
时代发展的“多数派”。

苏宁转型成功是坚持的结果

路志强说，张永生案当地仍在
继续侦查，检察机关也督促武威凉
州公安分局抓紧办理。

对于有关媒体报道张永生被
疲劳审讯的问题，路志强说，张永
生本人没有反映，他们也没有接
到这方面的反映。“一定要相信我
们检察机关的结论，是比较客观

的。我们核查时从省院和兰州市
检抽了35名检察官，不允许武威
任何人员和调查组接触，并让人
大代表参与。我们就是要对事实
负责。”

路志强说，对于张永生7年涉
嫌敲诈勒索5000元是不是少了的
问题，社会应该有个正确认识，“现

在都要依法办事，根据最高法和最
高检关于敲诈勒索的有关法律依
据，敲诈2000元到5000元就属于
数额较大。利用或冒充国家工作
人员、军人、新闻工作人员（身份）
的，数额减半。因此，（涉嫌敲诈勒
索）1000元就够立案标准。”L

据新京报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782936元，
中奖总金额为68278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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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省销售额为222764元，全省中奖总金额
为440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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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4269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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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6060期

中奖号码：039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4461390元
和8969212元。

“排列3”、“排列5”第16060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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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为 172906063 元,2437434650.87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检察机关督促警方抓紧办案

路志强说，武威警方控制记者
张永生一事发生后，社会舆论广泛
关切，为此从省检察院和兰州市检
察院共抽调35人组成调查组，并邀
请人大代表、特约监察员、记者等
参与，最终形成调查结论。

张永生目前共核查到4起涉嫌
敲诈勒索事实，这4起都有人证、物
证及其本人供述，事实清楚，证据
确凿。张永生涉嫌敲诈勒索4起事
实不只是针对政府，所认定的共计
5000元的涉案款也全是现金。

路志强说，这4起涉嫌敲诈勒
索的事实时间跨度从2009年到案
发的2016年1月7日。这些事实

有群众举报，也有他自己交代的，
其中涉嫌的案情不止这4起。检察
机关觉得这4起证据确凿可以公
布，其他尚需进一步查证。

路志强表示，张永生最开始以
涉嫌嫖娼被抓，省检调查组调查中
也已对此作出结论：张永生涉嫌嫖
娼事实不清，并对当事民警予以处
理。其中3名参与抓捕的民警被停
职一个月，并作了诫勉谈话。

“3名民警不存在执法错误，只
是执法不规范。”路志强说，有媒体
称张永生在采访途中被抓不是事
实，他们调取了录像和证人材料，
看了洗浴中心的录像，张永生确实

是1月7日在洗浴中心被抓。
武威当地公安机关已作出国

家赔偿，赔偿1098元，张永生在取
保候审后不久就已经领取。

对于当时“共有三名记者被警
方控制，社会舆论认为当地是有所
准备对付记者”的说法，路志强说，
他们了解到，武威市在春节前对涉
黄赌毒的场所进行集中整顿，基层
民警可以跨警种执法，因此当时抓
张永生的是当地刑警。对于另外
两名记者被抓的情况，路志强说，
那两名记者在公安机关调查后就
被释放，未被批捕，因此他们也未
做重点核查。

已核查到张永生涉嫌4起敲诈勒索
3月7日，杨成林（前）在回答审判长的提问。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