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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春平曾自稱 「收購了美國大西洋銀行」 ，引起一時
轟動亦引來媒體質疑。圖為其在珠海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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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金融反腐方面再出重拳。繼中國農業銀
行副行長楊琨之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行長陶禮明
也因經濟問題被有關部門帶走協助調查。與此同時
，中央近期調整加強了金融領域的紀檢監察力量，
原中國銀監會紀委書記王華慶調任央行紀委書記，
央行副行長杜金富則對調擔任銀監會紀委書記，原
中國保監會主席吳定富出任中央第四企業金融巡視
組組長。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十一日電】

【本報記者毛麗娟深圳十一日電】開工指標下滑
、用電量下滑、出口大幅萎縮、融資需求萎縮……深
圳銀監局近日發布的《2012 年一季度深圳中小企業
運營暨金融服務分析報告》顯示，一季度深圳中小企
業各項指標呈現全面下滑態勢。深圳銀監局首次向深
圳政府示警，建議加快在 「財稅扶持政策」和 「小微
企業公共服務平台」方面的實質步伐。

該報告對中小企業一季度的監測數據顯示，中小
企業開工指標大幅下滑，20 個主要行業的開工指數
環比下滑 8.47%；其中用電量指標環比下降 8.25%。
用工人數指標環比略降1.53%。銷售收入指數環比下
滑近 10%。帳款回籠指數環比降低 4.53%，平均帳款
回籠率僅為82.76%。在此形勢下，中小企業的經營成
本指數仍在上漲，環比增幅為4.21%，而整體利潤率
指數環比下降 3%，顯示深圳中小企業經營狀況仍在
惡化。

內地第一家服務中小外貿企業的平台─深圳一
達通負責人魏強分析，中小外貿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面
臨各種困境，容易受到實體經濟整體惡化的影響，人
民幣升值、原材料價格和用工成本的不斷攀升、國際
市場歐債美債危機導致的出口不景氣以及嚴峻的資金
短缺等都導致中小企業生存艱辛。

融資需求明顯萎縮
一季度由於存款準備金率下調和一系列加強小微

企業金融服務政策出台，各銀行對中小企業信貸投放
支持力度加大，銀行信用支持指標環比上升11.38%。
但受經濟環境不景氣的影響，加之企業家經營信心和
再投資意願大幅降低，中小企業融資需求出現明顯萎

縮，較上期收窄約16.8%。
深圳銀監局分析，一季度儘管銀行信貸支持力度

有所增強，但企業經營困難仍較為突出。該局認為扶
持中小企業應該由全社會綜合施策，共同改善中小企
業生存環境。根據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支持小型微型
企業健康發展的意見》，深圳銀監局建議銀行業持續
加大對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該局也建議
地方政府應加快相關產業和財稅扶持政策的出台和落
地，加快小型微型企業公共服務平台的建立。推動小
型微型企業創新發展和結構調整。

不完全數據統計顯示，深圳中小企業數量超過

32 萬家，佔企業總數超過九成，前三月深圳實現
2507.37 億元的生產總值，僅同比增 5.8%，墊底四大
一線城市。為扭轉經濟增長的頹勢，此前的今年4月
12 日，深圳出台金融改革創新文件支持實體經濟發
展。其中特別提到 「建立和完善差異化的銀行信貸監
管制度」、 「加強小微企業專營服務機構建設，建立
健全多層次的小微企業金融服務體系，推動銀行業機
構設立小微企業融資服務中心」、 「推動小微企業信
貸業務和服務創新，爭取在知識產權抵押貸款、租金
收入質押貸款、高新技術企業股權質押貸款等方面取
得突破」。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十一日電】中國外貿
迎來 「紅五月」，5月進出口規模雙雙創下月
度歷史新高。不過，商務部部長陳德銘今日警
告稱，後期外貿形勢仍然比較嚴峻。陳德銘說
，如幸運的話，全年外貿可保持10%左右的增
長。多名經濟專家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指
出，儘管美日經濟企穩有利於拉動中國外貿增
長，但需要注意的是，歐債危機走向何處正成
為考驗中國外貿的重要因素。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世界經濟
與政治研究所前所長谷源洋說，下半年全球經
濟形勢不確定性增大，出口反彈動力不足將導
致年初釐定的外貿增長目標難遂人願。具體分
析來看，主要是歐洲經濟衰退，外貿摩擦以及
新興市場國家內部競爭加劇等多種因素共同作
用的結果。

谷源洋預計，今年中國外貿增速約為 8%
至9%。未來5年料將在9%的增速基礎上按年
微增。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
任張季風指出，目前中國、歐美以及日本已形
成三角貿易的結構，即中國從日本進口高端零
部件和技術，在中國組裝並出口歐美國家。因
此，一旦歐美市場需求不足，日本和中國的進
出口也難免其害。

張季風注意到，目前歐債危機中的非經濟
因素正在增加。他說，中國進出口部門需要在
歐債危機得到緩解以及日美經濟均企穩的雙重
前提下加速發展。

【本報訊】綜合消息：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11日公布《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年）》，
明確2012-2015年促進和保障人權的目標和任務。這
是中國第二個以人權為主題的國家規劃，彰顯中國政
府落實尊重和保障人權憲法原則的決心。《計劃》指
出，中國將進一步嚴格死刑審判和覆核程序。完善死
刑案件審理的程序，實行死刑二審案件全部開庭審理
，對死刑案件的證據審查判斷採用更嚴格的標準。

這份人權行動計劃分為導言，經濟、社會和文化
權利，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少數民族、婦女、兒童

、老年人和殘疾人的權利，人權教育，國際人權條約
義務的履行和國際人權交流與合作，實施和監督等7
個部分。

行動計劃指出，要完善工資制度，建立工資正常
增長機制，穩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標準年
均成長13%以上。

大力發展職業教育，逐步實行免費中等職業教育
，也被納入計劃內容。

計劃要求，到 2015 年，人均期望壽命達到 74.5
歲，城鎮職工和居民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達到3.57

億人，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社會養
老保險制度全覆蓋。

專家：使民眾生活更有尊嚴
參與撰寫行動計劃的人權問題專家表示，着力解

決民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權利和利益問題，
努力使每一個社會成員生活得更有尊嚴、更加幸福是
計劃的最大亮點。

中國社科院國際法研究所所長助理柳華文指出，
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的統計，世界上
僅有 29 個國家制定了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只有 8 個
國家制定了2次以上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中國就是其
中之一。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常健表
示，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西方大國一直沒有制
定行動計劃，中國在這方面走在世界前列，顯示了中
國推進人權事業、促進人權保障的決心和實際行動。

【本報訊】珠海市公安局 11 日證實，涉嫌虛開億元增
值稅發票案的溫州商人林春平日前在珠海被抓獲。

中新社珠海 11 日消息：6 月 6 日，珠海公安局經偵部
門接到溫州公安局提供的信息後，兩地警方通過調查走訪
、跟蹤守候等方式掌握了林春平藏身隱匿的地方。6 月 9
日晚，警方在珠海市一出租屋門口擒獲犯罪嫌疑人林春平
，10 日，林春平被順利押解回溫州，目前，該案正在進一
步審查中。

林春平曾註冊溫州春平麗泰米業有限公司、溫州雙頻實
業有限公司、溫州市中壽進出口公司、溫州哈同商貿有限公
司、溫州唐古實業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向廣東、福建、江
蘇、上海、湖南等全國 22 個省、市的企業大肆虛開增值稅
專用發票，涉及虛開金額數億元人民幣，稅額上億元。

犯罪嫌疑人林春平是溫州市甌海區澤雅鎮人。2011 年
1 月 12 日，林春平在溫州一家媒體刊登廣告，自稱 「收購
了美國大西洋銀行」，隨後林春平在接受一些媒體採訪時
自稱是 「美國新滙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行長」，
其花費 6000 萬美元收購的 「美國大西洋銀行」位於特拉華
州，有 85 年歷史。其後，林春平憑藉 「溫州民間資本在金
融業左衝右突的破冰之旅」等所謂榮譽，當選溫州市九屆
政協委員。

後經媒體調查發現，林春平收購美國銀行純屬虛構。在
謊言被揭穿後，他辭去當了71天的溫州市政協委員職務。

5月23日，林春平倉皇出逃。溫州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成
立專案組，並於5月30日發布通緝令。

伴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銀行業近幾年來也經歷
了迅猛發展。但在此過程中，一批金融蛀蟲給中國銀行業帶來
了負面衝擊。這些已經落馬的銀行高管包括中國建設銀行前後
兩任行長王雪冰和張恩照、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劉金寶、
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益等。

溫總明令加強監管
5月30日深夜，中國農業銀行發布公告證實，農行執行董

事、副行長楊琨目前正協助有關部門調查。現年54歲的楊琨是
農行排名第一的副行長，他也成為繼2004年張恩照案之後，國
有四大行股改上市以來又一位被調查的銀行高管。他此前還兼
任農銀匯理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長、農銀金融租賃有限公司董事
長。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11日發布公告稱，行長陶禮明因涉嫌個
人經濟問題正在協助有關部門調查。被調查的還有該行金融同
業處處長陳紅平、中國郵政集團公司黨群部主任張志春等人。
截至2011年底，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總資產超過4萬億元人民幣
，是中國第六大商業銀行。

金融關乎國家經濟命脈，連發的大案為金融領域反腐敲響
了警鐘，中央此時連出重拳，將有助於規範金融秩序、維護經
濟穩定。事實上，在今年1月6日開幕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
溫家寶總理就明令要求加強金融監管和調控能力建設，嚴厲打
擊金融犯罪。兩天之後，在1月8日中紀委七次全會上，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賀國強在部署今年反腐工作時就數
次提到 「金融」。他要求，要嚴肅查辦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中
內幕交易、關聯交易、利益輸送的案件，中央巡視組要加強對
省（區、市）、中央金融機構和國企的巡視。

調整監察力量加強監督
自 5 月份以來，中央對金融系統的紀檢監察力量進行了調

整。其中，中紀委委員、中國銀監會紀委書記王華慶調任央行
紀委書記；而央行副行長杜金富則對調至銀監會，擔任紀委書
記。原中國保監會主席吳定富則出任中央第四企業金融巡視組
組長，負責對中央金融機構的巡視監督。

近年來，對一些敏感地區和領域的紀委負責人，中央多採
取空降或外調的方式，目的在於使紀委書記能夠擺脫舊有的關
係網絡，更好地開展工作，王華慶與杜金富，亦有此意味。而
吳定富曾長期在中紀委任職，擔任過中紀委秘書長，又長期執
掌保監會，熟稔金融業務，履新巡視組組長，可謂是專業對口。

此外，金融系統近期還有多項人事調整，農行副行長潘功
勝晉陞央行副行長，中國證監會主席助理朱從玖外放浙江省副
省長。二人都是 「60後」的金融才俊，潘功勝曾任工行董秘、
股改辦主任，朱從玖曾任上海證交所總經理，都是業內有名的
資本 「操盤手」。

近十年落馬的金融高管
姓名

王雪冰

張恩照

王益

劉金寶

楊琨

陶禮明

（本報記者馬浩亮製表）

職務

中國建設銀行行長

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建
行股份公司董事長

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

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
裁

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行長

犯罪違規行為

利用職務便利為多家企業謀利
，非法收受賄賂折合人民幣
115餘萬元。在擔任中銀紐約
分行總經理和中國銀行行長期
間，工作嚴重失職，造成嚴重
後果。

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
，非法收受款物共計人民幣
400萬餘元。

受賄1196萬餘元

涉及貪污、受賄，以及周正毅
等人的問題貸款案。

媒體稱捲入房地產企業的信貸
腐敗

涉嫌個人經濟問題

處罰

2003年，王雪冰以受賄罪被
一審判處12年有期徒刑。

2006年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
刑15年

2010年被判處死刑，緩期二
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2005年被判處死刑，緩期二
年執行。

正在協助調查

正在協助調查

中國發布第二個人權行動計劃
死刑二審全部開庭審理

市銀監局示警籲政府加快扶持

自吹收購美銀行 涉億元發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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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麗娟攝

▲專家表示，歐債危機考驗中國外貿表現。圖為正在浙
江寧波舉行的第11屆中國國際日用消費品博覽會上，
展銷人員與客商（右）洽談一種新型 「蒸汽掛燙機」 的
經銷業務 新華社

▲

▲

農行執行董事、副
行長楊琨目前正協助有
關部門調查

▲▲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
行長陶禮明因涉嫌個人
經濟問題正在協助有關
部門調查

▲自5月份以來，中央對金融系統的紀檢監察力量進行了
調整，加強反腐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