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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买妇女儿童者也将追究刑事责任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新
修订的刑法中，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
为将一律追究刑责成为一大亮点。“收买被
拐妇女儿童者所要付出的代价不再仅限于人
财两空，还将加上定罪判刑的处罚。”公安
部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刑法此
项修改加大了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行为
的处罚力度，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我国
打拐反拐工作的里程碑。

天津爆炸续：21%被统计遇难消防员为家中
独子

截至2015年8月26日，天津港8.12瑞海公
司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遇难人数升至139人，
已确认身份139人。其中公安消防人员21人，
天津港消防人员63人，民警8人，其他人员47
人。

而通过重庆青年报记者查阅多方资料统
计，在能够了解到信息的29名遇难消防员中，
有6人是家中独子，占到了统计数据的21%，
这意味着这6个家庭要承受的痛苦和面对的
现实问题比有兄弟姐妹的消防员家庭更加沉
重。数据显示，在这6名牺牲的家中独子消防
员中，最小的宋天意仅18岁，最年长的尹艳
荣也仅为25岁，还有19岁的宁宇，20岁的高洪
森，21岁的乔鹏和24岁的庞题。

洪秀柱宣布暂停竞选行程：深刻反省沉思取
胜策略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国民党2016参选
人洪秀柱9月3日在脸谱网贴文，表示要暂停每
天陀螺般的行程，进行深刻的反省与沉思。

洪秀柱文章贴出不到半小时，吸引近300
人按赞，网友议论纷纷，有人问：“要退选

了？”也有人为她打气说：“柱柱姐选到
底，直到柱进‘总统府’，OK。”

刘志军等人不适用终身监禁
从8月29日下午全国人大办公厅举办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刘志军、张曙光、谷俊山
等此前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重大贪污
腐败犯罪人员，不适用“终身监禁”措施。

公积金贷款门槛放松 二套首付比例最低可达
2成

8月31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通知称， 
为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
策，支持缴存职工合理住房需求，对拥有1套
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居民家庭，为
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
购买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由30%降低至
20%。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可在国家统一
政策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自主决定申请
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最低
首付款比例。

证监会重罚恒生等三公司：没收加罚款共6亿 
证监会官方微博发布，拟对恒生公司、

铭创公司、同花顺公司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案
作出行政处罚。

证监会表示，该三家公司被没收违法所
得及罚款共计6亿元。

网络支付新规意见征集结束 跨行转账或将收
费

《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28日结束公开征求意见。这
份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网络支付新规引发
了诸多争议，不仅支付账户余额付款设定了
单日限额，而且开户难度也将有所增加，用

户开设支付账户至少
需要提供3种身份证
明。
青 海 数 千 人 盗 采 草
原”软黄金” 

格尔木是青海省
第二大城市，这里产
的野生黑枸杞鲜果每
市斤能卖到80多元，
被 誉 为 “ 软 黄 金 ”
。8月12日前后，数
千盗采者开始冲破草
场围栏，强行采盗黑
枸杞，有盗采者持刀
扎伤守卫者并放火烧
其帐篷，暴力阻碍派
出所执行公务。抢夺
已持续20多天，当地
刑拘12名嫌犯。

不购物就是占香港便宜！大爷被导游气得脑梗
退了休的满大叔和老伴一起参加了北京

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组织的“精彩台湾
环岛八日游”，但还没到台湾，在中转站香
港就和导游发生冲突，气得脑梗塞晕倒。

满大叔称，当初签合同时怕上当，特意
注明“无强迫购物”，但在香港，导游还是
要求他们在一家珠宝店待两小时购物，并
称，“如果什么都不买，你们就是占香港的
便宜。”

满大叔决定起诉旅行社。《法制晚报》
记者了解到，西城区法院一审认定旅行社的
行为属变相强迫购物，判决赔偿满大叔近3万
元。判决后，旅行社未上诉，满大叔上诉。
经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调解，旅行社最终支
付满大叔医疗费等55000元。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知 中 国

据港媒报道，今日微博有网民上传了一段
孕妇被缚在铁柱暴打的短片，随即被网民大肆
广传并引发热议。该段全长逾1分40秒的短片
中，一名身怀六甲的孕妇双手被反绑在粗大铁
柱，继而遭到一名男子不断辱骂，并肆意暴
打。

短片开始时，该名孕妇已被缚在铁柱，而
一名男子一手扯着她的头发，另一只手则捂着
其嘴巴，惟该孕妇或已被虐打一轮，施暴男子
还一脚狠狠脚在孕妇头部，最后孕妇不支晕倒
地上。片中所见，事发周围有多人围观，期间
虽然有人曾试图阻止施暴者，但大多数人都袖
手旁观。

                           （图文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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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奸”浮出水面

本轮股灾的秋后算账，或许才刚刚开始
7月初，中国开始严查恶意做空和操纵股市。证监会、公

安部执法人员进场对涉嫌恶意做空大盘蓝筹的十余家机构和个
人开展核查取证工作。

时间进入8月下旬，震惊业界的剧情出现。 中信证券最高
经营管理机构执行委员会的8个成员中有3个被公安机关要求协
助调查。8月25日，也就是中信证券8人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
查当天早上，四大报之一的《证券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
题为《摧毁中国股市信心将危及整体改革》的文章，罕见地批
评我国的“核心投行”没有担当起稳定股市价值中枢的功能，
而是把心思放在“赚国家稳定资金的钱”上。

8月24日公安部网站挂出消息，决定从即日起至11月底，
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打击地下钱庄集中统一行动。截至目前，
公安机关捣毁地下钱庄窝点6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60余名，
涉案金额达4300余亿元人民币。

8月28日，证监会主席肖钢集体约谈19家会馆单位党委书
记和纪委书记。肖钢要求会馆单位要严格规范权力运行，把权
力关进纪律的笼子里；时刻牢记纪律要求，坚守底线，不触碰
红线。肖钢所言，明显有所指向。

同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表示，证监会近期向公安
部集中移送22起涉嫌犯罪案件，截至目前，今年以来证监会已
经正式启动刑事移送案件48起。

8月31日凌晨，备受关注的中信证券、《财经》杂志社、
中国证监会有关人员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一事又有最新进
展。相关人员已于8月30日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最新镜
头是，被请进去的昔日中国财经界之“牛逼人儿”已经认罪。

最新消息，据彭博援引知情人士称，全球最大上市对冲基
金英仕曼集团中国区主席李亦非被中国警方带走协助调查，调
查与近期证券市场的大幅波动相关。消息称，协助调查并不意
味着李亦非一定存在任何不当行为，也不意味着她一定会面临
指控。英仕曼公关部主管Rossana Konarzewski不愿置评。

中国最牛证券公司、最牛财经媒体甚至最牛监管机构同时
中招，剧情激烈程度超出想象，但这也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一条愈来愈清晰的链条浮出水面
近一段发生的种种，足以记入中国证券史。
据媒体报道，《财经》杂志社记者王晓璐供述了其伙同他

前言：中国股市版“捉妖记”，正在资本市场火热上映。令人多少意外的是，被“领衔主演”的带头大哥竟然是……中
信证券本轮被整肃力度之强超过外界想象，这在以前绝对被认为是“这个星球上不可能发生的事”。但，它真实发生了。

优学园小学生夏令营及课后班
我们的办学宗旨——知识与道德并重，能力

与品质齐升！                          
时间：夏令营  周一到周五8:00am -6:00pm；
           课后班  2:20pm-6:00pm                  
地点： 11590 Towne Rd, Carmel, IN, 46032                                                                              
联系方式: Tel: 3172703466  or  3172703467   
wechat：LindaIUPUI    
email：ulearningcenter86@gmailcom；
            shenmathclass@gmail.com                                   
优学园ULearning Center是一所以中文和数学

学习为主的暑期及课后活动中心Summer Camp & 
After School Program ( for 5 to 12 years old kids），是
大学教授、资深老师和诗人作家共同为孩子们构筑
的一个轻松愉快获取知识、益智丰慧、健康成长的
优秀学习乐园。

中国8月“买光”迪拜原油 
主宰国际油价定价

外媒称，中石油子公司中国联合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上月
在迪拜现货市场大举购油，购买量接近现货供应量的90%。
亚洲油市基准价迪拜油价因此被明显扭曲，中国石油贸易商
正在扩大原油定价话语权，成为主宰亚洲油市的新兴势力。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8月迪拜现货市场交易原油78
船，分别产自迪拜、阿曼和上扎库姆油田（Upper Zakum）
，这其中有72船的买家都是中国联合石油，创单个买家最高
购买纪录。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能源需求按理相应减少，
而中国贸易商仍在短期内大量购油，交易员纷纷猜测动机，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企业利用主导市场的地位扭曲价格，让
它们比应有价格还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迪拜原油价格一直是亚洲油市
重要基准价，被亚洲产油商和销售商广泛用于合约定价。上
述报道提到，目前每日向亚洲出口原油的将近3000万桶都以
此定价，这一规模相当于全球市场需求量的三分之一。

上述报道称，迪拜现货价格低于期货价格，和即月价格
远低于期货价格的国际市场油价截然不同。定价机构普氏能
源资讯（Platts）评估，本周一，10月交割的迪拜油价为每桶
48.41美元，8月均价为每桶47.69美元。它们都明显低于当天
国际油价布伦特原油每桶52.16美元的交易价。

能源顾问公司Facts Global Energy的石油顾问Tushar Bansal
认为，现货市场供应并未吃紧，但迪拜的现货价格已经高
于期货价格，中国联合石油大采购无异于扭曲市场。中东原
油生产商难以根据迪拜原油期货价格出售，因为迪拜价格较
高，和西非等其他地区供油竞争就落了下风。

上月华尔街见闻文章提到，自去年10月以来，中国联合
石油和中石化子公司中国国际联合石油化工公司（联合石
化）取代皇家荷兰/壳牌石油或维多等顶级交易商，成为主宰
迪拜油市的后起之秀。

其中联合石油分别在去年10月和今年4月打破月度交易量
纪录，其强劲买盘推高了中东原油基准价，令人猜测该司想
通过之前在衍生品市场建立的头寸获取巨大利润。

而由于联合石化的母公司中石化用于加工的原油有近
80%来自进口，其中一半以上参照迪拜价格，联合石化一心
想让油价保持低位，当联合石油买入中东油货时，联合石化
就为抑制价格卖出油货。

上述两家公司的交易量太过庞大，以至于普氏能源资讯
正考虑是否在用于估算每日迪拜原油价格)的原油供应池中加
入更多原油种类。

                                      （来源： 凤凰国际iMarkets）

人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的事实；中国证监会
工作人员刘书帆供述了其实施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受
贿等犯罪事实。王晓璐、刘书帆二人均向社会公众和广大股
民表达了深刻的悔意和歉意。

王晓璐在接受调查时说，他根据私下听说的有关股市信
息，结合个人主观判断撰写了上述报道。自己作为经过培
训、从业多年的专业财经记者，对私下听说的有关股市信息
没有进行核实，并且明知该信息会对证券市场产生重大影
响，为了一味追求轰动效应，不负责任地编造传播不实报
道，造成了市场混乱和恐慌，严重影响了市场信心，给国家
和广大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

与此同时，在中信证券包括3名高管在内的8名员工被要
求协助调查之际，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总经理程博明共
同给员工发送了一封邮件，希望员工在公司面临重大考验之
际，齐心协力共度难关。

中信在中国金融界代表着什么？它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券
商，更有“红色资本家”的渊源，在金融界有“中国版高
盛”之称，其所属“中信系”根深叶茂，。更为惹眼的是，
它还是这次国家救市运动的先锋，券商同业会议召集人，国
家队买卖下单执行人。这种代表国家利益的大事里，竟然传
出如此剧情，岂不令人震撼！

事情还在发酵。虽然本轮整肃广度和强度之全貌还不得
而知，但中国资本市场一条隐秘又近乎公开的“内部人”链
条已逐步浮出水面：它波及监管者、经济政策制定者和耳语
者、券商期货公司等机构、资金掮客、权威媒体、地下钱
庄、贸易公司……最最可恶的是，“内部人”显然已经外部
化——链接着境外通道，国际热钱也早已游走其间，他们才
是中国股市中最黑暗势力。

结语：本轮股灾，A股正常投资者甚至整个国家，都付
出惨重代价。但换个视角，如果没有此轮股灾，江湖中一直
是个传说的“股奸”们，也不会得到如此程度的暴露，也不
会激发高层提前动手整治他们的决心。某种程度而言，只有
清除内部的“股奸”，中国资本市场才可能真正走向正轨，
补齐最后的拼图。就此而论，本轮股灾堪称血训，苟能除
奸，民心有慰！

（综合自21金融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