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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广东去年查处
干部逾万名

1 5日举行的广东省委十一届四

次全会披露，去年广东立案查处厅级

干部95人，这一数字是201 3年立案查

处厅级干部数的2倍有余。据广东省纪

委的数据，201 3年查处厅官为38人。

根据广东省纪委官网南粤清风

网消息，从年初广东电网原总经理吴

周春接受组织调查，到时任东莞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梁国英，广东省政

府副秘书长、省打私办主任罗欧，再

到时任深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蒋

尊玉，茂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梁毅民等一批在任和退休厅级

干部接受调查。

全会报告显示，去年广东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人数达1 1 31 5

人，其中县处级干部667人。对超过

1 7000 人 次 开 展 任 前 廉 政 谈 话 ，近

3000人次接受诫勉谈话。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压反腐态势

下，广东省纪委也为8450人澄清了

问题，保护了一批受到错告诬告的

干部。

作为广东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

设的重要举措，全面治理“ 裸官”曾

引起广泛关注。此次全会披露，广东

已完成“ 裸官”任职岗位调整，886名

“ 裸官”被调整岗位。

此外，广东还全面压缩精简会

议、文件、“ 三公”经费和评比达标表

彰活动。全年共837人因违反八项规

定受到查处。 据新华社电

民航局：
再遇“ 空闹”果断处置

记者1 5日从中国民航局获悉，

针对“ 空闹” 等扰乱飞行安全的乘

客和行为，各民航单位今后将及时

采取措施，果断处置，以维护广大旅

客的合法权益，确保飞行安全和空

防安全。

民航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在

昆明发生的个别旅客“ 擅自打开航班

应急撤离门”事件，逾越了法律红线，

不仅严重地危害了航空运输安全，也

影响了其他旅客的正常出行，严重侵

犯了其他旅客的合法权益。为扼制此

类违法违规行为的蔓延，民航正着手

建立民航旅客信用信息记录和联动

机制，加大对航空器及候机楼内违法

违规和不文明行为的惩处力度，为广

大旅客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

据悉，民航局为此已下发通知，

要求民航各单位进一步加强航空运

输秩序管理，机场公安机关进一步加

强对危及民航安全和扰乱航空运输

秩序行为的执法工作，对诸如在飞机

上打架滋事、在机场打砸、殴打工作

人员等扰乱航空运输秩序的行为，接

到警情后要立即出警、迅速接案、依

法处置。

民航局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和机

场加强服务工作，尤其要提高特殊情

况下的应急处置能力，加强一线工作

人员沟通能力；利用航班客舱和候机

楼内的电视、显示屏、宣传栏等载体，

宣传航空安全须知、倡导文明出行。

据新华社电

手法多
“ 大盗”与“ 内鬼”合伙

201 4年初，浙江杭州某城市商业

银行的储户张先生查询账户时发现，

自己户头上的200余万元存款竟然

只剩几块钱。他随即向银行方面投

诉，报案后，经杭州市西湖区警方查

明，该案件共涉及多家商业银行的

42位储户，总计9505万元存款“ 不翼

而飞”。

据警方及银监部门通报，近期，

类似的存款“ 失踪”案件在浙江、河

南、安徽、湖南等地屡屡发生：201 4年

1 0月，上市酒企泸州老窖在中国农业

银行长沙迎新支行的1 .5亿元存款失

踪；今年1 月1 0日，泸州老窖又发布

公告称，在工商银行河南南阳中州支

行等处的3.5亿元存款出现“ 异常”。

记者调查发现，储户的存款往往

被不法分子乃至银行内部人员通过

各种手段盗取：

“ 存款大盗”与银行“ 内鬼”合

伙冒领。据杭州市多位受害储户回

忆，自己存钱时均曾遇到银行柜台人

员推销，承诺可将资金以某种高利息

的形式存入。“ 经调查，这就是犯罪团

伙和银行内部人员勾结，打着高利息

旗号骗取存款。”杭州西湖区警方相

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 存款大盗” 专门针对

各大银行存款下手。银行内部人员被

买通后，储户在柜台存钱时，资金被

存入后立即被转到其他账户上。目

前，案件嫌疑人邱某已被杭州警方抓

获，另一嫌疑人何某也于今年1 月4日

在出逃期间被上海铁路警方抓获。

遭遇“ 忽悠”销售，部分存款变

“ 保单”。据某国有银行知情人士透

露，柜面人员以各种方式变相销售保

险、基金等产品，也是存款“ 失踪”的

原因之一。

“ 存钱回来才发现，拿到的不是

存款单而是保险单。”安徽芜湖市民

宋先生告诉记者，今年1 月6日上午，

从北京打工回乡的他将攒下的5万

元 存 入 邮 储 银 行 南 陵 支 行 某 营 业

部，出具的“ 存单”却是中国人寿保

险投保单，还标注为“ 银行、邮政代

理专用”。

“ 保险或理财销售人员往往和银

行柜台人员串通，‘ 忽悠’ 销售产品

以分享提成。”安徽一家小额贷款公

司信贷负责人透露，有些高息存款其

实就是非法集资，即柜员违规将储户

存款直接转账给缺钱的企业，从中赚

取“ 中介费”。

系统缺陷、信息泄露，存款被盗

取。“ 存款丢失还与银行票证系统有

缺陷，或存款人信息泄露有关。”广东

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继承说。

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显

示，1 月8日，四川泸州市人民检察院

对涉嫌骗取泸州老窖存款的四人批

准逮捕。嫌疑人仅通过伪造的银行票

证，就成功从银行骗取泸州老窖公司

上亿元存款。

问责难
索赔“ 几乎是不可能的”

“ 存款丢失后，大家最关心的是

能否索赔追回。”北京中银律师事务

所律师徐玉平说，现实情况是，“ 几乎

不可能”。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 储蓄管

理条例》 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表示，

“ 国家宪法保护个人合法储蓄存款的

所有权不受侵犯。”工商银行、农业银

行等目前出具的存单内容中，也对银

行对存款的保管责任有明文规定。但

对存款冒领、丢失应如何处理均没有

具体规定。

面对存款冒领、丢失等质疑，多

数商业银行往往将责任推到员工个

人甚至是“ 临时工”身上。

“ 确定是银行、储户还是员工个

人的责任十分困难。”刘继承说。安徽

一些遭遇“ 存款变保单”的邮储银行

储户向记者反映，误导销售多发生在

偏远地区，柜台人员甚至折叠存单只

露出签名栏，直接让警惕性不高的储

户签名。

有些银行声称冒领人提供了储

户姓名、开户时间、账号及住址等信

息，因此责任在于储户泄露了个人信

息。“ 但从因果关系来看，信息泄露不

能说明储户一定存在过错，银行方面

同样可能造成储户信息泄露，直接导

致存款丢失。”徐玉平说。

例如，根据湖南省公安厅通报，

2005年，湖南衡阳市民胡某将1 500

万元存入工行湖南衡阳市白沙洲支

行，不久后却只剩下600元。经公安

机关调查，该诈骗案件3名犯罪嫌疑

人中包括该支行行长的弟弟，嫌疑

人伪造了存款人留存在银行的公司

印鉴，并在银行顺利掉包印鉴，取走

上千万存款。

存款丢失后，获赔更是艰难，扯

皮数年的情况司空见惯。2008年，储

户张某将900万元存入工商银行江苏

扬中支行。存款到期后，却发现已被

银行营业部主任何卫华转走，用于偿

还个人债务。经过6年诉讼后，201 4

年，二审法院认定银行无过失。

在湖南、浙江等地发生的存款丢

失案件中，储户索赔同样经过多年也

没有说法。一些“ 丢钱”的上市公司

也屡屡与银行对簿公堂。例如，上市

公司酒鬼酒201 3年曾宣布在中国农

业银行杭州分行1 亿元存款被盗。事

后尽管嫌疑人被捕、部分失款被追

回，仍导致上市公司在当年亏损3668

万元。这意味着大部分损失依然由股

东承担。

有漏洞
“ 银行拿他们没办法”？

据 杭 州 警 方 知 情 人 士 介 绍 ，

“ 存款大盗” 往往在一地或一家银

行得手后，才会展开大规模作案。以

本 次 在 杭 州 作 案 被 抓 获 的 团 伙 为

例，他们不仅在浙江省内作案，还曾

在邻近多省得手，涉及的银行包括

国有大中银行和地方小型农信社。

“ 尽管手法高度雷同，银行却拿他

们没办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郭华等

专家表示，存款丢失越来越频繁，从

中小银行到国有大行，一定程度上

表明银行对违法违规的警惕意识低

下，技术升级迟缓。理论上来说，除

了系统显示错误外，丢钱现象完全

能够杜绝。

根据《 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监

管指引》，银行销售人员不得将保险

产品与储蓄存款、银行理财产品等

混淆，不得套用“ 本金”“ 利息”“ 存

入”等概念。但是，对于销售人员的

违规行为，对机构没有明确的处罚

规定。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教授张宗

新认为，储户与银行间构成的是储蓄

合同关系。储户存在银行的钱，如果

被犯罪分子通过系统漏洞冒领，除非

储户参与其中，否则银行至少要承担

部分责任。

然而在实际中，商业银行却频频

要求消费者自己取证，否则对“ 丢

钱”不负责。“ 存钱时说国有大行最

可靠，还有监测系统等‘ 高科技’保

护，丢了钱又来找储户要证据、要录

音。”广东一家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表

示，对类似案件应采取举证责任倒

置，由银行自证没有过失。

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坦言，在没有

书面证据和录音的情况下，销售人员

往往不承认存在误导，因此也需要督

促银行完善合同监管，建全可疑交易

监测系统。“ 现在一些基层员工甚至

私下和保险公司等第三方展开‘ 合

作’，并享受提成，银行方面至少应当

为监管不力承担责任。”

据新华社电

42名储户近亿元存款怎样丢失？
多地银行存款屡现“ 失踪”调查

我国是世界上居民储蓄率最高的国
家。在4.3亿户家庭中，住户存款是主要的
资产形式。截至2014年末，中国金融机构
的各项存款余额高达116万亿元。然而，公
认十分安全的一笔笔银行存款，近日却在
多地频频出现“ 失踪”：浙江杭州42位银行
储户发现，自己的数百万元存款仅剩少许
甚至被“ 清零”；泸州老窖等知名企业存款
也出现“ 异常”，近3个月就有存在农业银
行、工商银行的5亿元不知去向。存款怎么
会丢失？能找回来吗？该由谁来负责？记者
进行了调查。 购买理财产品需谨慎。 青年报记者 马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