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16 法治天下
2012/09/11 E-mail:hnfzbbjb@E-mail:hnfzbbjb@126126.com.com

责任编辑 李智群 校对 王俊

HENAN LEGAL DAILY

社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邮政编码：450004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印务中心印刷 郑州市邮局发行 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工商广字０53号
新闻中心 86178033 发行中心 86178008 广告中心 65978789 办公室 86178015 周刊部 86178096 河南法制在线网 86178060 定价：238元／年·份 零售价：1 元/份

据新华社电 据珠海市横琴新
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国首个
整合惩防腐败相关职能的机构——
珠海市横琴新区廉政办公室本月 8
日揭牌成立。该办公室将统筹纪
检、监察、检察、审计等部门职能联
合防治腐败，在深化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改革上再次先行一步。

据了解，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将
设综合部、纪检监察部、审计监督
部、反贪污贿赂和反渎职侵权部等
4个部门。其业务工作分别由珠海
市纪检、监察、审计、检察等部门对
口指导。对外接受上级对口部门
的业务指导，同时也是上级对口部
门的派出机构。

“纪委、监察局、审计局、检察
院、预防腐败局等部门都是反腐败
协调小组的成员单位。在横琴成
立了这一新型机构后，这些部门将
不再在横琴单独设置分支机构，节
省了人力、物力，精简了机构。新
设机构将通过对反腐信息等资源
的共享，形成‘一个平台办公，多双
手抓落实’的防治腐败格局。”珠海
市纪委副书记姜建平说。

全国首个廉政办公室
在珠海市成立

诱惑
高息借款合同上盖着公章
9 月 5 日上午，82 岁的吴永新从通州宋庄

小杨各庄村来到农行宋庄分理处，数十名储
户和他站在一起，拉开条幅要求“还我血汗
钱”。自 2010 年以来，农行女员工孔庆敏以银
行搞活动为名，分别向他们高息借贷数万元
到百万元不等，但她于今年 2 月 13 日自杀，借
款全无下落。

孔庆敏在农行工作十多年，她胸前佩戴
“315”工号牌，有时在前台当引导，有时坐柜台
办业务。

“她说银行搞活动，利息高，10%。”吴永新
说，孔嘴上没说是借，就说是存银行，他觉得孔
是农行的人，说出的话不会有假，且孔带来的
借款担保合同上还盖着公章，便把钱交给了孔
庆敏。

在一张旧得发黄的纸上，老人记录了存款
的次数，一共13笔。吴永新说，除这本账之外，
也就是 2011年 11月 22日之后，另有一笔 13万
和一笔6万借款，合计93.78万元的本金。

根据记者掌握的资料，孔庆敏借贷时间均

在 2010年之后，每次借期为 3个月或整年。出
借人主要为中老年村民、镇上居民和农行储
户，借款数额从数万元起，最多的达390万元。

隐秘
职工连作案农行全然不知
在宋庄，孔庆敏的死讯传开后，引起轰

动。当出借人找到农行宋庄分理处时，相关负
责人却表示，银行从没搞过超出正常经营范围
的高利息活动，这是孔的个人行为，与银行无
关。出借人随后向警方报案。通州公安分局
经侦队负责此案，警方向农行宋庄分理处主任
翟世强作了询问。

记者曾以出借人身份致电翟世强，他表
示，直到债主找到银行，同事们才知道此事，

“否则，早就将她办了”。

追赃
多为现金交易警方难取证
在案发后一个多月，有出借人前往通州公

安分局经侦队询问办案进展。对于孔的死亡，
警方表示，她未留下遗书，未在她身上发现明

显外伤，已确认其服毒身亡，排除他杀可能。
警方还表示，从孔庆敏家搜出大量银行卡，但
账上所剩无几，也没有在她家发现大量现金。

9月 5日，当出借人打出横幅表示抗议后，
农行与警方均派人做解释工作。通州支行相
关负责人称，这起案件涉及 53 名出借人，涉案
总额达2500万元。而在场的民警称，目前仅追
回 70 多万元，这部分钱，是向孔庆敏借钱的人
在案发后主动归还的。

农行
监管失职具体责任待裁决
9月5日，多名出借人在农行宋庄分理处交

涉时表示，贪图高息的心理，确实是上当的原
因之一，但孔庆敏是在农行工作期间骗钱的，
且存在私用公章行为，因此，农行方面存在监
管失职。对此，通州支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公
章是孔庆敏盗用的，农行不否认监管失职，但
具体该负多少责任，应由法院裁决。

针对自杀是否有征兆，孔庆敏的丈夫范文
和儿子范军表示，出事前，没发现她有任何异
常，也不知道借来的钱用于何处。（孔庆敏亲属
及出借人均为化名，据《京华时报》）

吴永新手写的借款清单吴永新手写的借款清单

农行职工
集资2500万元后自杀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外交部长杨洁篪 10 日在外交
部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
羽宇一郎，就日本政府非法

“购买”钓鱼岛提出严正交涉
和强烈抗议。

杨洁篪指出，钓鱼岛及其
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
固有领土，这方面的历史事实
和法理依据是清楚的。中方郑
重重申，日方对钓鱼岛及其附
属岛屿采取所谓“购买”等单方
面行动完全是非法和无效的，
丝毫改变不了日本窃取中国领
土的历史事实，丝毫动摇不了
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
领土主权。

杨洁篪强调，中国政府和
人民决不容忍国家领土主权
受到侵犯和损害，将坚决维护
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
权。中方强烈敦促日方立即
撤消“购岛”的错误决定，停止
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
为。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
果只能由日方承担。

当日，中国驻日本大使程
永华也向日本外务省负责人
提出严正交涉并递交了抗议
照会。

杨洁篪
紧急召见
日本驻华大使

据新华社电 工业和信息化部
部长苗圩 9 月 10 日接受采访时表
示，工信部与建设部已达成一致，修
改了建筑规范，在新建楼宇中光纤
网络将如同水、电、气一样直接铺设
到每家每户。

苗圩说，光纤入户的“最后一公
里”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在建成楼宇
中光进铜退，造价高、扰民，推进困
难。而直接在新建楼宇中铺设光
纤，每平方米只增加几元钱的成本，
却可以使用户网速提高十几倍，同
时为将来 4G（第四代移动通信）甚
至5G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苗圩透露，光纤入户的“最后一
公里”将留给民营企业来做，以落实
工信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
入电信行业的实施意见，相关监管
措施将于近期出台。

苗圩同时透露，我国将在一年
左右的时间内发放4G牌照，这对于
由我国主导的4G技术TD－LTE将
是个极大的利好消息。

我国修改建筑规范
推进光纤入户

今年2月13日，北京市通州区永
顺南路一居民楼内，51岁的孔庆敏在
家服毒自杀。孔庆敏退休前在农行
宋庄分理处工作，从2010年起，孔庆
敏谎称银行搞活动，吸收储户大量现
金。警方近日向出借人表示，这起非
法集资案涉案总额超过2500万元，受
害者有53人。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9月 10日发出通知，决定自
9 月 11 日零时起将汽、柴油价格每
吨分别提高 550 元和 540 元，折算
到 90 号汽油和 0 号柴油（全国平
均）每升零售价格分别提高 0.41元
和0.46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
此次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幅度，是
按照现行国内成品油价格形成机
制，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确
定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
发的通知指出，这次成品油调价
后，国家将按照已建立的补贴机
制，继续对种粮农民、渔业（含远洋
渔业）、林业、城市公交、农村道路
客运（含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等
给予补贴。同时，为保证市场物价
基本稳定，防止连锁涨价，对与居
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铁路客运、城市
公交、农村道路客运（含岛际和农
村水路客运）价格不做调整。

今日零时起
汽油柴油价格上涨

吴永新老人向记者出示当时的借款担保合同吴永新老人向记者出示当时的借款担保合同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9
月10日在此间表示，中国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海及毗连区法》划定并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
领海基点基线，相关做法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钓鱼岛资料图片

据新华社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9月10日声
明。声明说，2012年 9月 10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
再严正交涉，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
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
严重侵犯，是对13亿中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是对
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的严重践踏。中国政府和人民
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
领土，有史为凭、有法为据。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人
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的，中国渔民历来在这些岛屿
及其附近海域从事生产活动。早在明朝，钓鱼岛等岛
屿就已经纳入中国海防管辖范围，是中国台湾的附属

岛屿。钓鱼岛从来就不是什么“无主地”，中国是钓鱼
岛等岛屿无可争辩的主人。

中国政府严正声明，日本政府的所谓“购岛”完
全是非法的、无效的，丝毫改变不了日本侵占中国
领土的历史事实，丝毫改变不了中国对钓鱼岛及其
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中华民族任人欺凌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政府不会坐视领土主权
受到侵犯。中方强烈敦促日方立即停止一切损害
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不折不扣地回到双方达成的
共识和谅解上来，回到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
如果日方一意孤行，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
由日方承担。

外交部敦促日方撤销“购岛”错误决定

中国政府不会坐视领土主权受到侵犯

中国政府相关做法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如若一意孤行一切后果日方承担

据新华社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9月10日表
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
领土，中国对此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日方
对钓鱼岛采取的任何单方面举措都是非法和无效

的。中方坚决反对。中国政府维护钓鱼岛主权和领
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我们正在密切关注
事态的发展，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国家的领土主
权。”

我国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