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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
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第十八届中
央委员，天津市原市委代理书记、市
长黄兴国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
审查。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
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
议，决定给予黄兴国开除党籍处分；
由监察部报请国务院批准给予其开
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
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除
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
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天津市原市长黄兴国
严重违纪被“双开”

据新华社电 山东省检察院1月
4日下午通报称，该院日前依法以涉
嫌受贿罪对山东行政学院原党委书
记高玉清（正厅级）决定逮捕。案件
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2016 年 12 月 19 日，山东省纪委
通报称，对山东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
高玉清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
查，并将其“双开”。

史上最贵强拆判决
已执行1.13亿元

政府强拆
被判违法

1.98 亿元“史上最贵强拆判决”
终于开始执行。2016年12月27日，
福建远大船业有限公司收到了第一
笔1.13亿元赔偿款，这距该公司在建
船厂被违法强拆已有5年。2011年5
月，因官方修建福建平潭港区金井作
业区某泊位工程，远大公司的在建船
厂被强拆。后来，法院判决当地政府
强拆违法，应当支付赔偿金 1.98 亿
元。截至目前，该赔偿判决另有8500
万元尚未执行。（据《中国青年报》）

据新华社电 2017年1月3日，参与
本轮重污染天气应对情况督查的环保
部第三督查组从河北唐山转战廊坊。
在廊坊霸州市胜芳镇，一处冒着黑烟的
厂区引起督查组人员注意。经查，一家
从事玻璃表面简易加工的无名小厂，既
无营业执照也无任何环保手续，使用简
易煤炉，烟气直排。

这个小厂子的负责人表示，该厂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搬至此处，计划进行
玻璃表面简易加工，还没有正式进行生
产，启用的燃煤炉具是用于设备保温。
随后，霸州市胜芳环保分局执法人员立
即拆除了该厂简易燃煤炉具及生产设
备，并联合供电局切断该厂工业用电，
使其无生产能力。

督查组还发现了廊坊市重污染天
气应急预案及落实存在的其他问题。

环保部督查组赴河北
廊坊督查：

“三无”小厂
黑烟直排

焦点1：抢票软件是否制造了
消费者机会不公？

对于公司收钱帮忙抢票的行为，有人叫好
有人质疑。

赞同者认为，旅游公司提供服务，公司赚
钱客户省事，你情我愿。东莞市民陈先生说，
现在很多人都通过携程等平台买票，有人收个
十块二十块钱帮忙买票可以接受。

而反对者则将这类行为称为“网络黄
牛”。抢票ＱＱ群里来自河南的“明明心”说，
正是由于网络黄牛的存在，才让他们很难从
正规渠道抢到票。“如果没有这些黄牛，大家
都用普通设备普通网速进行抢票，哪怕抢不
到，但那样更加公平。”

焦点2：收钱代刷火车票算不
算黄牛？

收钱代刷火车票是否属于倒卖车票的黄
牛？记者采访铁路、公安、法律方面的人士，发
现各方对此存在较大争议。

铁路部门对抢票软件多持反对态度。一名
铁路系统干部告诉记者，抢票软件看似方便，但
会扰乱正常的购票秩序，尤其是短时间内的巨
大点击量，容易冲击12306网站的运行。

北京崇厚律师事务所主任赵瑛峰认为，如
果为个人购票目的而使用抢票软件，从法律
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收取“服务费”从中
牟利，且达到一定数额，就应认定为倒票。

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黄牛”
倒票应按照倒卖车船票罪或非法经营罪追究
刑事责任。

但也有观点认为，收钱代刷火车票能否入
罪值得商榷。中国公安大学副教授李怀胜认
为，对“技术黄牛”的行为，目前刑法还难以规
制。第一，这种行为不构成倒卖车票罪。第
二，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也有商榷余地。

有些人认为，刷票行为即便不构成倒卖
车船票罪，也应被判定涉嫌非法经营罪。然
而，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研究所
所长阮齐林教授说，倒卖车船票罪与非法经
营罪，在刑法上是特殊罪与普遍罪的关系。
如果倒卖车船票罪不能成立，就必然不能定
性为非法经营罪。

此外，公安执法也处于模糊状态。天津铁
路公安一民警告诉记者：“这两年，天津铁路警
方没有处理过网络抢票这群人，因没法定性为
倒卖。只处理过在火车站排队帮人买票收手
续费的，不过也是转给工商部门处理。”

焦点3：“收钱代刷”该如何处理？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天武说，火车票是

属于有管制性质的紧俏公共资源，不是自由经
营商品，平台收钱代刷实际上是一种代购行
为，也应当具备相应资格，如果这些平台没取
得资格，那至少是非法经营。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鼎
说，网络刷票是预约代购式，与之前的囤票式
行为，样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现行对倒卖
车船票罪的刑法认定是按照刑法及相关司法
解释来进行的。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规定
有其落后性。

记者了解到，在实际中，各地对收钱代购
的处理也有不同。但对于公开收钱代刷的网
络平台，目前尚未有警方查处的公开案例。

受访专家均认为，相关部门应对此及早作
出明确解释，厘清问题。 （据新华社电）

曾参与薄熙来案的他一夜白头
2014 年 5 月 4 日，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

察室原主任魏健像往常一样来上班，他并没
有想到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带走调查。

专题片中介绍，魏健在中央纪委机关多
个岗位上担任过领导职务，参与查办过薄熙
来案、戴春宁案等多起大案要案，他被调查
的消息在同事中间也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经过调查，魏健涉案总金额达数千万
元，数额之大，物品之多令人震惊。向魏健
送钱送物的人达到 100 多人，其中既有官
员，也有老板，既有同学，也有同乡。利益输
送的背后自然是交易。

送礼有时一送就是100万元
2014年，广东省化州市纪委书记陈重光

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在审查过程
中发现了广东省纪委原书记朱明国和省纪
委副书记、监察厅长钟世坚涉嫌违纪的线
索，这两名领导干部也相继被立案审查。

据陈重光交代，朱明国每年春节或清明
都要回家一趟，自己就会去“看”他，有时 50
万元有时100万元这样送。

陈重光连续几年借助朱明国回乡扫墓
的时机来看望他，送上的礼金累计达到 400
万元，朱明国也只是客气几句就收下了。

据此，陈重光也通过朱明国当上了化州
市纪委书记。

100多公斤虫草堆在贪官家中
被陈重光案牵扯出的另一名纪检干部

是2012年到2015年担任广东省纪委副书记
的钟世坚。

钟世坚家中查出的财物让办案人员印
象深刻，别人送的酒有上千瓶，还有虫草。
光虫草就多达 100多公斤，好多现金就是成
捆的，就从来没有打开过。一捆一捆，有的
印章是上世纪90年代的。

开发商出问题牵出中纪委干部
“君临天下”是天津高端楼盘，地处海河

边，价格不菲。在这栋楼里，由中央纪委的干
部以三折的低价从开发商手里购买了房产。

最终，这名开发商涉案被调查，这些
干部的问题，也在调查过程中被一一牵扯
出来。

中央纪委第六监察室原副局级纪律检
查员、监察专员罗凯就是其中一个，他从该
开发商手中先后低价购买了四套住房两间
商铺，而他则在自己联系的天津地区，多次
为该开发商在土地审批工程项目等方面提
供帮助。

据介绍，罗凯通常并不直接向地方官
员提出要求，而是通过饭局把该开发商介
绍给官员认识，大家就彼此心照不宣。

“把别人请来，目的就是显示我们俩之
间关系好，知道咱们的关系后，对你会照顾
的肯定会照顾的。至于怎么照顾、照顾什
么，那就不是我的事儿了。”罗凯说。

金条，名表，珠宝……翻开罗凯和声音
的按键，商人赠送的礼品琳琅满目，金条都
是以公斤计。 （据《法制晚报》）

是服务神器还是网络黄牛
又是一年一度春运，火车票牵动亿万人。近

来，携程、去哪儿、艺龙等国内多个知名互联网旅
游公司，纷纷推出刷票软件替客户抢票，被质疑涉
嫌倒卖火车票。那么，在车票供应紧张的情况下，
刷票软件到底是服务神器还是网络黄牛？记者就
公众关心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了调查。

首集反腐大片
点了哪 个违纪纪检干部的名

山东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
高玉清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据调查，当前的网络抢票主要
有三类。

一是互联网旅游公司在其平
台上推出的加价抢票业务。去哪
儿搭售了 20 元和 30 元的两种保
险，宣称不购买保险就出票慢；艺
龙网搭售了20元的保险，宣称买了
保险就优先急速处理不用排队；携
程网则是直接推出三款加价服务：
25元的保险可提升30％速度，66元
的保险可以提升40％速度，抢票加
速包买得越多，抢票成功率越高。

二是奇虎360、百度、猎豹等浏
览器或网站开发的捆绑式刷票软
件 。 如 奇 虎 360 推 出 的“360 抢
票”号称能提供自动识别验证码、
预约提醒、自动刷票等功能，抢火
车票成功率翻倍，但须绑定在 360
浏览器上使用。

三是一些 QQ 群上的网络抢
票。记者用手机QQ搜索“火车”二
字，搜索界面出现多个以抢票为群
名的大群，有的群成员近2000人。

3 日 晚 8 点 ，
中纪委电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上篇《信

任不能代替监督》在央视和中纪委官网上同步播出。记者
注意到，播出的专题片中，8个违纪纪检干部的名字出现，包

括李爱民、曹立新、魏健、袁卫华、刘建营、原屹
峰、罗凯、申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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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进行网络抢票？

相关链接

春运火车票刷票软件生意火爆

档案反腐反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