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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7月 12 日电
被告单位河南裕达置业有限公
司和被告人河南裕达置业有限
公司高管和职员张新成、郭丽
杰、肖艳玲骗取贷款、票据承兑
一案，12日上午在河南省开封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
审理。开封市人民检察院派员
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诉讼代
表人、被告人及辩护人到庭参加
诉讼。

开封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8年初，郭文贵（在逃）为解
决其实际控制的河南裕达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达置业）
资金需求，指使时任裕达置业副
总经理的马成（另案处理）相继
注册成立郑州众望实业有限公
司等10个“空壳公司”，通过编
造虚假合同等手段，骗取银行贷
款和票据承兑。马成遂与时任
裕达置业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
的被告人张新成商议，以“空壳
公司”和郭文贵实际控制的郑州
裕达国贸酒店有限公司、郑州裕
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郑州仲良
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名义，通
过伪造多份销售合同或装修合
同、虚构投资项目等方式，从
2008年5月至2015年4月，40
多次从广发银行郑汴路支行、中
原银行郑州农业路支行（原开封
市商业银行郑州农业路支行）、
中原银行周口分行（原周口银
行）、中原银行周口分行人民路
支行（原周口银行人民路支行）、

中原银行西华支行（原周口银行
西华支行）、中原银行鹿邑支行
（原周口银行鹿邑支行）和兴业
银行郑州分行，骗取贷款和票据
承兑，共计人民币14.35亿元。
根据郭文贵的授意，上述资金用
于归还裕达置业等单位的债务、
向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及
境外转款等。至案发，尚有2.12
亿余元未归还。

2015年初，被告人郭丽杰
全面负责裕达置业工作。同年
5月，时任裕达置业财务部副经
理的被告人肖艳玲向郭丽杰汇
报部分银行的承兑汇票陆续到
期，郭丽杰在明知没有真实交易
的情况下，指使肖艳玲使用张新
成之前采取的手段，从中原银行
西华支行、鹿邑支行骗取票据承
兑共计人民币6000万元。

公诉机关根据指控的事实，
认为应当以骗取贷款、票据承兑
罪追究被告单位河南裕达置业
有限公司及高管和职员张新成、
郭丽杰、肖艳玲刑事责任。

庭审中，法庭围绕起诉指控
的事实进行调查，公诉机关运用
多媒体等形式进行举证，当庭播
放了马成的作证视频，出示了相
关的书证、鉴定意见、证人证言
等证据，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
被告人及辩护人进行了质证。
被告人郭丽杰的辩护人亦当庭
出示了证据。法庭辩论阶段，控
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
表了意见，被告单位诉讼代表

人、被告人及辩护人对公诉机关
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
议，同时，被告人张新成、郭丽
杰、肖艳玲及其辩护人均提出他
们的行为系郭文贵授意或指使，
三被告人系从犯，肖艳玲系自
首，请求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的辩解和辩护意见。庭审结束
时，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及被告
人进行了最后陈述，被告单位诉
讼代表人表示认罪，愿意接受处
罚；被告人张新成、郭丽杰、肖艳
玲也均表示认罪，并对受郭文贵
指使参与犯罪表示了深深的悔
意。

据了解，本案开庭前，法庭
召集了由公诉人、被告单位诉讼
代表人、被告人、辩护人参加的
庭前会议，就与审判相关的问题
听取了控辩双方的意见，组织控
辩双方进行了庭前证据展示。
案件审理时，被告单位诉讼代表
人、被告人及各辩护人不申请合
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
回避，不申请调取新的证据，不
申请重新鉴定，不申请非法证据
排除。司法机关充分保障了被
告单位、被告人及辩护人依法享
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各被告人
在最后陈述中，对办案机关依法
文明办案表示感谢。

被告人家属，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各界群众和中外新闻记
者60余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
庭，择期宣判。

郭文贵实际控制的又一公司——

裕达置业骗贷案在汴开审

新华社贵阳 7月 12日电
今年上半年，除北京、山西、浙
江三个试点地区外，全国检察
机关在其他29个省份立案侦
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
犯 罪 30538 人 ，同 比 上 升
19.6%。其中原县处级干部
1505人、原厅局级干部224人。

记者是从在贵阳召开的大检
察官研讨班上获悉上述数据的。

上半年，检察机关扎实推
进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
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在扶贫

领域查处职务犯罪1650人，同
比上升81.7%，会同国家发改
委、国务院扶贫办对69个异地
扶贫搬迁重点工程项目开展预
防监督；突出查处重大责任事
故背后的职务犯罪495人，最
高检对河南登封兴峪煤矿重大
煤与瓦斯突出等12起重大事
故挂牌督办，陕西、广东、河南
检察机关同步介入“西安地铁
问题电缆”“新丰练溪托养中心
事件”“中储粮南阳直属库光武
分库小麦变质”事件调查。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
长吴浈12日说，经过多年的发
展，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医
药消费市场、第一大原料药出
口国。

吴浈在当天举行的2017年
发展中国家药品质量管理研讨
班开班仪式上说，中国现有近

5000家原料和制剂企业，医药
制造业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2.5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有近
50家制剂企业通过欧美的认
证或检查，医药制造品出口额
超过135亿美元，这说明中国
医药产业已经具备为世界其他
国家提供安全可靠医药产品的
能力。

新华社广州 7月 12 日电
手机APP利用所谓“色情”视频
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不断充值实
施诈骗。广东省公安厅12日通
报一起涉案上亿元的新型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100余人。

警方称于今年4月接到举
报，一款名为“某涩影音”的手机
APP在网上蔓延，该软件以播
放色情视频为诱饵，引诱用户下
载安装，之后不断充值升级会员
等级的手法实施诈骗。

经侦查发现，该APP涉案
服务器遍布全国多个省份，犯罪

团伙控制的公司账面流水高达
1.2亿元，平均每天进账两三百
万元，每天有上万人被骗。犯罪
团伙利用第四方支付公司向各
大银行注册多个商户号，在支付
宝和微信申请注册支付接口后，
向此手机APP提供支付渠道。
他们还发展了大量代理商、渠道
商负责推广 APP。自 2016 年
10月该手机APP在网络上运营
以来，在大量利润的刺激下，很
快扩散到全国。

为使诈骗资金安全流转，该
团伙与第四方支付公司合作，主
要通过某胜、某煌、某发啦三家支

付渠道商进行支付。其在全国
的推广代理商账号有100多个、
渠道商账号5600多个。至破案，
警方冻结银行资金约5100多万
元，止付银行账号190余个。

据第三方手机安全应用监
测数据，案件侦破后，“色情”
APP安装用户量、新增色情样
本数和手机病毒均大幅下降。

经公安部授权，广东今年开
展了APP管理试点工作，建设
广东移动互联网安全监测中心，
与全国APP发布平台和公安机
关建立警企协同、全国联动的违
法APP快速处置工作机制，对
APP安全问题进行整治。今年
上半年，核查下架安全问题突出
的APP共5270个。

今年以来，广东警方部署整
治网络犯罪“安网”专项行动。
截至7月，全省共侦破网络犯罪
案件1709起，抓获嫌疑人6400
余名，缴获被泄露、窃取、买卖的
公民个人信息3.9亿条。

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逯峰
表示，警方将继续对突出网络犯
罪施以重拳，尤其是为网络犯罪
提供计算机漏洞、木马程序、肉
鸡跳板的黑客人员，以及提供

“黑接入”“黑通道”“黑卡”“黑应
用”“黑网站”的企业和人员，并
强化对网上违法有害信息和网
络谣言的清理整治力度。

新华社特稿 英国萨顿基
金会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机器
人技术和人工智能将削弱英国
社会流动性，同时在英国减少
多达1500万个工作岗位。

萨顿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李·埃利奥特·梅杰说：“机器人
技术的崛起正在夺走职场传统
的上升机遇。”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2日援
引梅杰的话报道：“我们担心的
是，机器人技术正在抢走那些辅
助专业人士的岗位。这些岗位
是人们在社会中的晋升之阶。”

他说：“那些出身较为贫困

的人将受到不恰当的影响。因
为那些岗位正是这些人通常从
事的工作。”

报告同时说，英国多达
1500万个工作岗位“将因为技
术干扰而消失”。

报告说，英国社会今后可
能将形成两层架构，“一层是高
技能精英群体，占据社会较高
阶；另一层是低技能、低收入群
体，向上流动的前景渺茫”。

他说：“没有人见过这种情
况。以往的工业革命创造就
业。与以往不同时的是，工业
革命4.0实际上将减少就业。”

以“黄”为饵行诈骗
一款手机APP涉案过亿元

上半年检察机关查处
职务犯罪人数增长近两成
原县处级干部1505人 原厅局级224人

我国已成为
全球第二大医药消费市场
还是第一大原料药出口国

英国一报告称工业革命4.0将减少就业

人工智能或夺走
英国1500万个工作岗位漫画：以“黄”为饵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 7月 1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2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介绍了中国军队在吉
布提建设保障基地的考虑。

据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
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成立暨部队
出征仪式11日在广东湛江某军
港码头举行。

耿爽介绍，根据联合国安
理会有关决议，中国自2008年
起派护航编队赴亚丁湾、索马
里海域开展护航行动，护航编
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官兵休

整和食品、油料补给面临许多
实际困难，吉布提多次为中国
护航舰队提供后勤保障。

耿爽说，中国军队在吉布
提建设保障基地，是中吉两国政
府经过友好协商作出的决定。
基地建成并投入使用，有利于中
方更好地履行在亚丁湾和索马
里海域护航以及开展人道主义
救援等国际义务，也有利于带动
吉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中方为
维护非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外交部发言人：

中国军队在吉布提建基地
有利于中方履行国际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