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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记者
鲁畅）备受关注的网络推手杨秀宇（网名

“立二拆四”）等非法经营案18日在北京
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定
被告人杨秀宇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一审判处杨秀宇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人
民币15万元。

此案在9时30分开庭。被告除杨
秀宇外，还有杨秀宇担任法定代表人、总
经理、策划总监或实际负责人的北京尔
玛天仙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尔
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及杨秀宇的
下属卢梅。

经朝阳区法院审理查明，被告单位
尔玛天仙公司自2008年至2013年间，
多次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
务和发布虚假信息服务，非法经营数额
共计人民币531200元。此外，被告单
位尔玛互动公司自2012年5月至2013
年间，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
服务，非法经营数额人民币22万余元。

朝阳区法院认为，被告人杨秀宇作
为尔玛天仙公司及尔玛互动公司主要负
责人，指挥、策划并直接实施非法经营活
动，是对两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

告人卢梅直接参与实施了尔玛互动公司
的非法经营活动，是直接责任人员。四
个被告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朝阳区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单位尔玛
天仙、尔玛互动两公司犯非法经营罪，分
别判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和20万元；
判处杨秀宇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人民币
15万元；判处卢梅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罚金人民币3万元。

宣判后，被告人杨秀宇、卢梅当庭表
示接受判决不上诉。

“这些案例我还曾当作成功的营销
案例与人分享，没有想到已经触犯了法
律。”宣判后杨秀宇面对记者说，“希望
网民、从事网络营销的同业者能够以我
为戒。”

18日上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对杨秀宇和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策划总监或实际负责人的北
京尔玛天仙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及
杨秀宇的下属卢梅四个被告作出一审
判决。

朝阳区法院判决被告单位北京尔玛
天仙、尔玛互动两公司犯非法经营罪，分
别判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20万元；判处
被告杨秀宇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人民币
15万元；判处卢梅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罚金人民币3万元。

近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原行长陶礼
明涉嫌受贿、挪用公款一案在河南省鹤壁
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检察机关指
控，短短5年内，陶礼明与他人合谋多次恶
意超发数亿元国债，将其中约3.4亿元国
债资金挪用于炒股、投资理财，供个人牟
利。其手法之专业、规模之巨大十分罕见。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了解到，早年
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曾任某国有大行
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人员的陶礼明，有
着国企高管中罕见的学术背景，是金融
界公认的“有能力的银行家”。然而，就
是这位“明星银行家”，却炮制了我国金
融史上罕见的恶意超发国债牟利事件。

行长超发国债获利
手法专业多年未被发现

生于1953年8月的陶礼明，曾任国
家邮政局邮政储汇局局长。2007年3
月，由原邮政储蓄体系改制成立的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正式挂牌，陶礼明担任第
一任行长，直至2012年6月，被披露因
涉嫌经济问题被查。

作为一家新成立的银行，邮储银行
依靠覆盖全国城乡的网点，以小额贷款、
对农贷款为特色，成为后起之秀。从邮
储银行公告来看，挂牌成立至今，其资产
规模增长了两倍多。

检察机关指控，2000年至2004年
的5年间，陶礼明与两名同事、下属合
谋，先后8次超发凭证式国债，累计超发
国债共计4.2亿多元。超发国债资金中
的3.436亿元，被陆续转出为私人牟利。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郑春荣等专家介绍，我国的凭证
式国债由商业银行代理财政部发行，各

银行发行规模均是定额的。银行如果操
作不当引起超发，超出定额的部分通常
要自己消化处理，“原则上超发资金需妥
善返还给认购者”。

检察机关调查发现，早在2000年凭
证式第一期国债发行过程中，邮储银行
无意中超发了1253.64万元。下属向其
汇报后，陶礼明决定将超发的国债资金
用于对外投资。随后，陶礼明等三人将
投资所得的90余万元利益私分。

偶然尝到“甜头”的陶礼明，从此将
超发国债当做了“挣外快”的门道。

贵为行长热衷“小钱”
操纵涉农贷款捞“好处费”

记者调查了解到，为了填补其投资
亏损的窟窿，陶礼明或其同伙还挪用其
他国有资产，并收取各种“好处费”。一
些腐败行为涉及的贷款资金规模甚至达
到了上百亿元。

——利用国有资产、券商资金填补
“窟窿”。

起诉书列举的犯罪事实显示，在陶
礼明等人合伙挪用的超发国债资金中，
有多次直接汇入证券营业部用于炒股，
或汇入北京华融投资管理公司、东正投
资公司、远望创业投资公司等进行委托
投资。截至案发，中邮储国债专户中，尚
有4271.8万元资金未归还。

为填补投资亏损带来的“窟窿”，与
邮储银行同属邮政金融系统旗下的中邮
证券公司的资金多次被套取。检察机关
指控，经与陶礼明合谋超发国债的中邮
证券公司原总经理李春太多次安排，仅
在2011年，就分三次将套取的800万元
归还其挪用的国债资金。

——贵为行长，存折印刷、广告装修
也要“揩一层油”。

检察机关还查明，陶礼明为他人谋
取利益，非法收受贿赂款共计人民币
1534万元、美元99万元、欧元1万元。
从不起眼的存折印刷、广告业务，到大楼
装修、软件合作，这位掌握上万亿金融资
产的银行行长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揩
油”的机会。

仅在2002年 4月至2011年 9月，
浙江温州一家印务公司为承揽中国邮储
银行的存折印刷业务，就向陶礼明分10
次提供了550万元好处费。

——操纵上百亿新农村贷款，贷款
好处费动辄百万。

起诉书显示，陶礼明收取的贷款“好
处费”涉及多家上市公司、地方政府融资
平台。2008年4月至2012年4月，湖南
高速、丹阳城投、江苏交通及其子公司宁
沪高速等 6家企业获得融资 109.5 亿
元。陶礼明团伙从这6家企业得到“好
处费”“回扣”“提成”共计7864万余元，
陶礼明从中分得230万元。对此，陶礼
明在法庭上供认不讳。

国企高管“能人腐败”
留下诸多“制度性问号”

多位银行业内人士表示，“明星银行
家”陶礼明的落马，警示了国企高管的

“能人腐败”现象。近日中央巡视组在反
馈中表示，一些地方权力寻租机会较多、
空间较大，“能人腐败”问题突出。“一边
是骄人业绩，一边是巨额受贿。”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
波指出，应从改革国企高管考评机制入
手，提高其违纪违法成本。

一些专家和知情人士对这位“明星
行长”涉案表示惋惜的同时，也对其挪用
资金规模之巨、贪腐手法之专业表示惊
叹，坦言案件留下了不少制度性的问号：

——类似陶礼明等人超发凭证式国
债的漏洞要如何封堵，怎样让国债资金
安全不再“形同虚设”？上海一家大型券
商债券部董事透露，目前在凭证式国债
的发行过程中，记录分散在各网点，而且
大部分采取手工方式。“所以超发国债便
于操作，难以发现，亟待封堵漏洞。”

——为支持农村建设设立的专项贷
款，为何成为行贿寻租的“方便之门”？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费
方域等专家认为，与市场上的民间贷款
利率相比，目前银行利率较低，国家批准
的专项融资贷款更是利率低、周期长。
即使支付高额贿赂，行贿企业和经办人
仍然“合算”。

——仅靠陶礼明一个人的一支笔，
就能决定上百亿的资金去向，这样的国
企高管“一支笔”现象如何约束？“目前
很多金融高管其实都是行政官员，不用
对出的问题负责，没有职业经理人的问
责制度。”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
长奚君羊认为，改革还是要走市场化道
路，分散贷款审批的权力，不能再让一
个人说了算。

记者 杜放 郭久辉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备受关注的网络推手“立二拆四”等非法经营案一审宣判

不按套路出牌 杨秀宇被判刑四年判刑四年

虚假炒作 有偿删帖

“立二拆四”获罪余波未了
曾炮制“干爹 888 万带

我包机看伦敦奥运”“僧人后
海船震”等网络谣言的网络
推手杨秀宇（网名“立二拆
四”）在庭后接受采访时称，
其网名“立二拆四”源于围棋
术语“立二拆三”，之所以改
为“四”，是因为其不愿“按套
路出牌”。但虚假炒作、有偿

删帖这些“不按套路出牌”的
网络营销行为最终受到法律
制裁。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互联
网变身“丛林时代”，清理互联
网的不良环境需法治与自律
并行，多方发力将治理常态
化，才能从根本上肃清乱象，
还互联网一方洁净空间。

“网络公关公司、网站编辑则利用便
利条件虚假宣传、有偿删帖已经形成了互
联网间的黑色利益链，缺乏鉴别能力的网
民很容易成为虚假信息的转发者，造成恶
劣的传播效果。”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
院教授刘笑盈认为，这些网络乱象背后凸
显出国内各大网站内部监督机制的缺
位。斩断这条非法利益链需要互联网公
司自律，进一步强化对员工的管理和约

束，防范员工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利益交
换，从源头上杜绝这些现象的出现。

今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了《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
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其中规定，法院不仅认定“有偿删帖
协议无效”，而且支持“权利受到侵害者
依法替自己维权”。

针对非法网络公关猖獗问题，国家

有关部门曾在全国联合开展了多次专项
整治行动，但在沉寂一段时间后，“删帖”
公司往往会“卷土重来”。有法律人士指
出应进一步强化相关媒体和社会公众的
维权意识，通过法律手段追究删帖者和
背后“买家”的法律责任。

“立二拆四”案主审法官贾丽英表
示，我国宪法和法律对于公民在网络中
依法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予以保障，但
在表达意愿同时不能触及法律的底线，
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广大
网民在自觉规范上网行为，应该加强对
网上信息的辨别能力，做到不造谣、不信
谣、不传谣。” （据新华社电）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互联网有偿
发帖、删帖已经成为业内常态。虽然各大
论坛、贴吧等都对员工该类行为作出严格
规制，但在利益驱使下，“内外勾结”仍旧
为这些网络“恶之花”提供了生存土壤。

在QQ群搜索界面中输入关键词
“删帖”，立刻就会显示出超过 150个
QQ群的搜索结果。记者以想要删除负

面贴和网站首页做公司正面稿件推介为
由联系了一名网络营销人员。他给出的
报价为：天涯删帖一条1200元，新浪网
首页推广三月4000元。

一位门户网站知情人士透露，一些
网民会以个人名义通过贴吧、QQ群等
渠道发布“提供删帖、推介服务”的信息
来“揽活”。而一些所谓的“危机公关”公

司则主动搜索政府、企业负面信息，再通
过相关网站工作人员进行删帖操作从而
收取费用，对外则以“信息管理”“信息压
制”等说辞一言以蔽之来规避监督。

上述知情人士认为，虽然有偿发帖、
删帖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可对此类行为产
生一定震慑作用，但由于这个圈子已较
为固定且隐蔽，如不切断内外部的联系
很难根治。此外，由于朋友圈“人际传
播”效果明显，一些虚假的“正面宣传”极
易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中“发酵”，新
兴社交媒体正在成为一些企业公关的主
战场。

“立二拆四”忏悔：
“同行需要以我为戒”

网络营销者：
“删帖、发布直接和内部经理对接”

根治虚假炒作、有偿删帖行为
仍需“自律”“强打”

邮储银行原行长陶礼明腐败案追踪

“明星行长”把3.4亿国债资金塞进自己腰包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18日专电（记者任
会斌）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公安局昆都仑治安分
局近日侦破一起特大跨省贩卖海洛因等毒品的案
件。从接到线索到抓获嫌疑人的2个多月内，嫌
疑人共交易4次，累计交易量1.2公斤。主要犯罪
嫌疑人已被缉捕归案。

据警方介绍，今年8月，昆都仑治安分局刑侦
大队在工作中了解到一条线索：包头市东河区的
丁某长期从宁夏的白某处购买毒品，随后在包头
市各区（旗、县）贩卖。警方侦查人员随后进行的
初步核查显示，丁某、白某二人联系密切，并与多
名吸毒、贩毒人员有通话记录，另外相关人员频繁
出入毒源地，有重大涉毒嫌疑。

随后的调查显示，白某每次在宁夏备足毒
品后，便携带毒品到包头与丁某交易，交易的毒
品种类则以海洛因为主，每次交易量都在300
克以上，而且仅在近两个月内白某就与丁某交
易了3次。每次丁某购得毒品后，再贩卖给其
下线王某等人。

包头警方侦破
一起特大跨省贩毒案

据新华社武汉11月18日专电 （记者李鹏
翔、谭元斌）记者18日从湖北省纪委监察厅获悉，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一干部观看他人

“带彩”娱乐受警告处分。
据通报，今年7月29日下午上班时间，利川

市南坪乡广电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钟登峰、乡村镇
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鄢宗毅、乡计生办工作人
员夏德权、乡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熊坤业在该乡政
府大楼一楼司机休息室带彩娱乐。南坪乡政府驻
村公务员朱华生在一旁观看。

恩施州纪委监察局第五轮明察暗访组将察访
到的情况交由相关机关依纪依规处理。南坪乡纪
委监察室经查证核实后，根据不同人员身份，依据
相关的规定，分别给予参与带彩娱乐的钟登峰、夏
德权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熊坤业行政警告处
分，对鄢宗毅全乡通报批评，并责成南坪乡村镇建
设服务中心对鄢宗毅进行经济处罚。

观看“带彩”娱乐

湖北一干部受警告处分

新华社武汉11月18日专电（记者冯国栋）
“江汉路发生砍人事件”“公园搜出管制刀具”……
类似谣言曾引发巨大网络反响。记者从武汉市公
安局获悉，今年以来，武汉警方通过多种方式辟
谣，仅官方微博“平安武汉”就发布33条辟谣信
息。其中以某地发生暴恐事件、有恐怖分子活动、
小孩被拐等谣言居多。

今年3月，昆明火车站发生暴恐事件后，湖北
麻城一女青年在网上散播谣言，称“警察在武汉的
中山公园搜出二三十把刀具，刀具形状和昆明暴
徒使用的差不多”，谣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很多
人不敢再去中山公园活动。武汉警方在核实后，
依法给予这名女青年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武汉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网络社交平
台具有开放性强和传播速度快等特点，这让不法
分子乘虚而入，网络成了谣言温床。对无法确认
的信息，市民可先上网搜索官方信息，不要贸然转
发，以避免自己成为谣言“扩音器”。

武汉警方今年辟谣30多次

“暴恐”“拐卖”谣言居多

杨秀宇在法庭上。 新华社发

卢梅被带进法庭。 新华社发

在玛曲县齐哈玛乡草原，玛曲县公安局草原骑
警大队大队长宋林平（右三）在与队员交流情况。

针对当地草原辽阔，牧民居住、放牧分散的状
况，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公安局于2003
年11月成立草原骑警大队，这也是甘肃省第一支
草原骑警大队。11年来，这支骑警大队在平均海
拔3500米、方圆1万多平方公里的辽阔大草原上
执行巡逻任务，以其机动灵活、行动迅速的特点，
有效维护了草原牧民的安全，成为当地牧民的“流
动保护”，赢得了牧民群众的信赖。 新华社发

草原骑警：

警徽在马背上闪耀

据新华社郑州11月18日电 （记者李丽静
李亚楠）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郭大焕
（正厅级）受贿、贪污一案，18日在焦作市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一直持续到21时
30分，法庭宣布将择期宣判。

庭审于18日上午9时30分开始，被告人郭大
焕出庭受审。检察机关指控，2005年至2013年，
被告人郭大焕利用其担任中铁隧道集团总经理、
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
人民币828.61万元、美元5000元、欧元1000元，
为他人谋取利益；2012年，被告人郭大焕在其担
任中铁隧道集团董事长期间，侵吞公共财物共计
5万元人民币。

受贿800余万元

中铁隧道集团原董事长
郭大焕焦作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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