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天下 2015年7月9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谢彦宁 美术编辑谭丽娜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神州大地

[解析]

2万多吨工业用盐，在一个七八
平方米的小作坊里，通过一台分装机
就改头换面被包装成了食用盐，其后
被运往北京、江苏、天津、河南、河北、
安徽、山东等7省市销售。这样一条
非法产业链运行长达 7 年才被发
现。江苏泰州警方日前破获的一起
假盐案令人震惊。

“加碘精制盐”实为工业用盐
够泰州500万人吃1年

江淮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四
大盐场之一，淮盐产量巨大、质量上
乘。2014年11月，泰州市海陵区盐
政执法部门和公安部门在当地农贸
市场发现大量标注“北京中盐加碘精
制盐”字样的食用盐。产盐区出现大
量低价外地盐，引起相关部门关注。

经盐政取样检测，发现这种“加
碘精制盐”的“碘”含量为零，且检测
出致癌成分——亚硝酸盐。最终，检
测部门认定，这些“精制盐”实为工业
用盐。

追查假盐来源，警方发现这些假
盐产自北京郊区。在北京市大兴区
青云店镇东赵村一个七八平方米的
小作坊里，犯罪嫌疑人王某雇佣5名
工人，用1台分装机，将工业用盐分
装后出售。这些工业用盐多数购自
王某姐夫姜某的工业盐业公司。这
家名为“北京豪杰京通工业盐销售有
限公司”的企业，经营各类工业用盐
已有两年。

据记者调查，公司成立前，姜某
就一直向王某提供工业用盐。贩卖
工业用盐的姜某长期从事食盐批发，
2005年曾因制售假盐受到过行政处
罚。在明知妻弟制售假盐的情况下，
不仅向其提供工业用盐，还向其销售
制假用的包装袋、包装箱。

警方介绍，从这个小作坊查获的
26 本账册来看，这一犯罪团伙自
2008年以来已累计制造和销售有毒
有害的假劣食盐2万多吨。

“2万吨盐够泰州500万人吃整
整1年。”泰州市盐业管理局副局长
周律刚说，“这一案件所涉假盐量之
大，销售时间之长，十分少见。”

大巴司机参与贩卖假盐
腌菜、卤菜加工作坊大量使用

据调查，这些假盐主要被销往北
京、天津、江苏、河南、河北、安徽、山
东等7省市。多年来，我国食盐一直
实行专营，这些假盐是如何进入市场
销售的？

在泰州警方和盐政部门走访中，
有居民透露：“这些盐是大巴车运回
来的。”据警方调查，王某生产出假盐
后，会在深夜转运给几个熟悉的批发
零售商，其中既有北京市区农贸市场
的商户，也有位于交通物流节点的批
发商户。

这些批发商户又通过各自的关
系，把盐卖给司机或请司机代运，通
过大巴车运走。在北京市丰台区的
丽泽桥长途汽车站，警方调查了车站
附近两家与长途大巴司机来往密切
的百货批发店，都发现了王某制售的
假盐。

调查显示，仅在北京至泰州这一

线，直接参与运输假盐的司机就有十
余人。这些大巴司机将盐运到泰州
后，以低于当地市场价的价格，分散
批发给监管相对薄弱的城郊接合部
和农村的小商户，形成了相对稳定的
销售网络。

“这些假盐利润巨大。”参与案件
侦办的泰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
队长朱金华说，每吨进价 400 元至
450元的工业用盐，分装“变成”食用
盐后，每吨售价高达 800 元至 1000
元。即便如此，这些盐每包零售价仍
比正规渠道的加碘食用盐便宜1元
多钱，因此在一些地方不愁销路。

朱金华说，不仅有大量居民购买
这些便宜的假盐，还有许多腌菜、卤
菜加工作坊在大量使用这些假盐。

工业盐危害大
食用可致癌致畸

案中工业用盐本是用于冬天除
雪和工业生产，食用后对人体有哪些
危害？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
医师徐英介绍说，工业盐包括亚硝酸
盐和含有亚硝酸盐的工业氯化钠
等。成人摄入0.2-0.5克亚硝酸盐即
可引发中毒，摄入3克即可致死。亚
硝酸盐中毒可导致肠源性紫绀，甚至
昏迷、呼吸衰竭、心律紊乱、死亡。含
亚硝酸盐的工业氯化钠长期小量摄
入后对人体危害极大，可能致癌，还
可能透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导致胎
儿畸形。

徐英表示，从临床接诊的案例来
看，存在工业盐摄入高风险的人群包
括边远地区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应
当对这些人群加大宣传力度，避免购
买非正规厂家生产的廉价盐。

江苏省盐业管理局局长童玉祥
认为，这一假盐案暴露的问题值得警
惕，但人们没必要过分担心，只要从
正规商场和超市购买食盐，一般不会
买到假盐。据介绍，目前市场上流通
的正规食盐每包都有独立的物流码，
物流码重复或者包装不规整的就有
可能是假盐。 据新华社电

2015年7月8日上午，最高人民
法院于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
提出抗诉的原审被告人马乐利用未
公开信息交易一案。部分全国人大
代表、马乐的亲属及市民代表等近三
十人参加了旁听。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马乐在担任博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期间，利
用其掌控的未公开信息，从事相关证
券交易活动，操作自己控制的“金晶”

“严维进”“严晓雯”三个股票账户，先
于、同期或稍晚于其管理的“博时精
选”基金账户买入相同股票76只，累
计成交金额人民币10.5亿余元，从
中 非 法 获 利 人 民 币 18833374.74
元。案发后马乐主动投案自首。考
虑到马乐有自首情节且认罪态度好，
其违法所得能从扣押冻结的财产中

全额返还，判处的罚金亦能全额缴
纳，深圳中院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
罪对马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884万元；违法
所得人民币1883万余元依法予以追
缴。宣判后，检察机关提出抗诉。
2014年10月2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
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广东省
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
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按照审判
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因原审被告人马乐再审期间没有
委托辩护人，最高人民法院依法通知有
关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派律师进行辩
护。庭审中，检辩双方就本案的事实和
法律适用、马乐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特
别严重、原审量刑是否适当等问题充分
发表了意见。当天庭审结束后，合议庭
宣布择期宣判。 据新华社电

本轮A股大跌爆发之前，南充市
财政局在6月2日至10日通过集合
竞价的方式卖出持有的金宇车城
403.7万股，加上5月下旬卖出的约
226万股，南充市财政局收入2亿多
元。至此，南充市财政局持有金宇车
城的流通股几乎售卖殆尽，还剩下
700多万限售股。

地方“财神爷”的第二身份
南充市财政局是党政机关，代替

国家管理财政资金。金宇车城是上
市公司，办公地点位于四川南充市嘉
陵区。南充市财政局和金宇车城是
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持有金宇车城那
么多股票？

“南充市财政局是我们的第二大
股东，我们的年报中有告知。”金宇车
城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说。

据该工作人员介绍，金宇车城原
为美亚股份，美亚股份1998年上市
时，南充市财政局就是第一大股东。
后经改组，美亚股份更名为金宇车
城。目前，金宇车城的控股股东为金
宇控股，南充市财政局为第二大股
东。

中国财经信息网发布的金宇车
城2014年年度报告显示：美亚股份
1998年3月3日在深交所上市，南充

市财政局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
例为 43.24%。2003 年 5 月，南充市
委、市政府决定由金宇控股重组美亚
股份，金宇控股成为美亚股份的第一
大股东，2004年5月公司正式更名为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金宇车城)”。

金宇车城2014年年报中，“前10
名股东持股情况”项下，排在第二位
的 是 南 充 市 财 政 局 ，持 股 比 例
10.81%，股东性质是“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南充市设有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但这个政
府部门并没有出现在金宇车城的前
10名股东中。

财政借出120万元20多年没收
该公司2014年年报还显示，金

宇车城有一笔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
借款，以及已逾期未支付的利息，借
款单位是南充市财政局。

年报解释：“本公司已到期未偿
还的短期借款120万元，是上世纪九
十年代本公司上市前，地方财政局为
支持本公司发展所借款项。至今财
政局没有对此借款进行催收，也未收
取相应的利息。目前公司财务状况
良好，但对此笔贷款的态度是因是地
方财政借款，地方财政局又没有催
收，因此，未归还”。

2万多吨假盐
如何流入7省市7年之久？

南充财政局减持套现两亿遭质疑
专家称党政机关不能成为上市公司股东

对南充财政局成功“逃顶”，有不

少网友质疑：党政机关能成为上市公

司股东吗？

对此，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

解释，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国家早

有禁令。1984年、1986年，中办、国办

发布过两道禁令，要求党政机关，包

括各级党委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行

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隶

属这些机关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一

律不准经商、办企业。

叶青表示，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证

券市场初步形成时，曾出现党政机关

成为国企上市公司股东的情形。为

此，中央1999年明确要求：各级党政机

关都要同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直接管理

的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

“这之后，党政机关纷纷与经济

实体、企业脱钩。经过几轮改制、重

组，形成了目前的国企上市公司管理

模式，对于国家出资兴办和拥有股份

的企业，由各级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

责。”叶青表示，由此可见，南充市财

政局成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不合规。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

主任施正文也表示：党政机关不能成

为上市公司股东。施正文说，财政局

所有的财政经费，基本上都不是自己

的资产，而是政府公共资金。如果财

政局当股东，一旦股市跌了，有可能

给国家财政资金带来损失。党政机

关当股东，有可能对公司的独立经营

带来影响。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

授常修泽说，财政部门等党政机关实

现对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监管，必须

通过成立控股公司等其他方式，不能

直接介入到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中。

“党政机关没有法人主体资格，不能

直接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

据《新京报》报道

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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