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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公布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
制造业投资增速连续2个月回升

申诉5年终获再审
6 月 13 日一早，位于深圳

的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大法庭
气氛肃穆，旁听席上座无虚席。

坐在原审被告人席上的顾
雏军，是原广东科龙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扬州科龙电器有限
公司、顺德格林柯尔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等企业的董事长或法
定代表人。他身边坐着的还有
其他6名原审被告人。

2009年3月，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认定顾
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
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660万元；犯违规披露、不披露
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 2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
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 8
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680万元。

2012年9月，顾雏军在刑满
释放后向最高法提出申诉。
2017年12月，最高法宣布，顾
雏军提出的申诉符合法律规
定，决定提审此案。

记者了解到，最高法已于
2018年5月18日在第一巡回法
庭召开了该案庭前会议，处理
与当事人诉讼权利有关的程序
性事项，就检辩双方提交新的
证据材料、申请调取证据材料、
申请证人出庭等事项了解情
况，听取意见，并对原生效裁判
列举的证据进行全面梳理并听
取检辩双方意见。

根据当庭宣读的庭前会议
报告，法庭同意将顾雏军等人
以及检察机关提交的部分证据
材料作为新证据纳入法庭调
查，同意调取顾雏军申请的部
分证据材料，决定通知辩方申
请的部分证人出庭作证。

原定13日下午结束的庭审
持续到深夜仍未结束，审判长
宣布休庭，次日继续审理。14
日的庭审也超过10个小时，最
后审判长宣布，该案将择期宣
判。

百余项原审证据存争议
13日和14日的庭审开始

时，顾雏军都向法庭申请两名
参加诉讼的检察员回避，声称
这两名检察员参与伪造证据。
他的申请均被法庭驳回。

“证据是否是伪证，由法庭
全面审理后再决定。”审判长
说。

顾雏军等原审被告人在庭
审中不时情绪激动，被法官多
次提醒和训诫。同时，对于辩
方提出的针对现场检察员质证
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法官
也予以采纳并及时提醒检察
员。整场庭审虽交锋激烈，仍
有序进行。

在法庭调查阶段，法庭按
照原判认定虚报注册资本罪，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挪用资金罪3项罪名分别进行
调查，在调查中先对原判列举
的证据进行分组质证，再对新
证据逐一举证、质证。

庭前会议报告显示，辩方
对原二审裁定列举的证据中的
百余项提出了异议。

辩方在庭审中提出，原审
认定3项罪名的多份证据的客
观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存
疑。而检方对此表示，在案件
的办理中，侦查机关向法庭提
交的证据取证程序合法，客观
反映了案件事实。

从法庭调查到法庭辩论，
检辩双方围绕多个问题进行了
激烈的争论。

——顺德格林柯尔申请变
更登记过程中是否存在来回倒
款、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虚报
货币注册资金6.6亿元？

——科龙电器的“压货销
售”属不属于虚假销售？

——从科龙转至格林柯尔
的2.9亿元，是公司之间归还欠
款还是个人挪用？

——涉及挪用扬州亚星客
车6300万元的一份《付款通知
书》为何出现3个版本？

……
庭审中，顾雏军等人及其

辩护人认为各原审被告人的行
为不构成犯罪，要求依法改判
无罪。

出庭检察员提出的意见认
为，顾雏军等人在调整完善注
册资本结构过程中实施了虚报
注册资本行为，但行为社会危
害性较小，尚属行政违法范畴，
不构成犯罪；科龙电器2002年
至2004年每年年底通过压货方
式进行虚假销售，导致其公开
披露的年度财会报告含有虚假
成分，但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
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
人利益的后果，对顾雏军等人
的行为，应按无罪处理。

检察员还认为，顾雏军等
人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合
计2.9亿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原审裁判相关部分定
性准确，量刑适当；挪用扬州亚
星客车6300万元的基本事实清
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且在案证
据不能证实顾雏军等谋取了个
人利益，不构成挪用资金罪。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再审
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

宣布人民法院将再审三起重大
涉产权案件，顾雏军案就是其

中之一。
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产权的保
护力度不断加大，但由于种种
原因导致产权受到侵害的现象
仍然存在。人民法院依法甄别
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
案件，具有标志性示范意义。

中国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彭
新林说，顾雏军案社会反响较
大，从庭审来看，存在疑点也较
多。这一类重大涉产权典型案
件的再审，能够让企业家感受
到我国加强民营企业产权保护
的决心。

彭新林等专家同时认为，
在庭审中，原审被告人的各项
诉讼权利得到了保障。这不仅
有利于保护企业家的人身自由
权和财产权，也能增强社会各
界的产权保护意识，为经济健
康发展营造更加公正的法治环
境。

庭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
雏军、严友松申请证人出庭作
证。法庭经征求证人意见，并
结合案件办理需要，决定通知2
名证人出庭作证。同时，庭审
中还有1名有专门知识的人出
庭，就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提
出意见。

专家们认为，提高证人出
庭率是推进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司法公
正迈出的重要一步。北京盈科
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易胜华
说，司法改革提出“以审判为中
心”“庭审实质化”等目标，提高
证人出庭率是大势所趋，这有
利于查明事实真相。目前，不
少刑事案件的审理都在力推提
高证人出庭率，在这一点上，顾
雏军案具有示范作用。

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再审顾雏军案

庭审两天 百余项原审证据存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

巡回法庭13日至14日
公开开庭审理顾雏军等
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
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
用资金再审一案。顾雏
军案再审有何看点？这
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
案件存在哪些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顾雏军等再审一案。 新华社 图

上海市外汇
各项贷款增速快

本报讯 记者 吴缵超 央行
上海总部发布的5月上海市货币
信贷运行情况显示，上海市个人
住房贷款增速继续下降。值得
注意的是，5月份上海市外汇各
项贷款增加3.42亿美元，同比多
增41亿美元，当月增速17.8%，
为2015年以来最高。

央行上海总部表示，上海市
5 月 人 民 币 各 项 存 款 增 加
1038.31亿元，同比多增528.9亿
元，除了人民币存款和外汇存款
增加外，当月上海市存款变化还
表现在境外企业存款拉动非金
融企业存款增加。当月上海市
非金融企业本外币存款增加
190.99亿元，同比多增687.6亿
元。其中境内企业本外币存款
减 少 166.46 亿 元 ，同 比 少 减
299.79亿元；境外企业本外币存
款增加 357.46 亿元，同比多增
387.81亿元。

新增个人存款以结构性存
款和大额存单为主，5月份上海
市本外币个人存款增加55.49亿
元，同比少增57.6亿元。当月个
人本外币结构性存款和大额存
单 分 别 增 加 84.64 亿 元 和
110.28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少 增
43.12亿元和多增67.92亿元；活
期存款和定期类存款分别减少
17.16亿元和122.07亿元，同比
分 别 少 减 79.67 亿 元 和 多 减
162.99亿元。

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5月
份上海市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
525.54亿元，同比少增63.11亿
元。而5月份上海市外汇各项贷
款增加 3.42 亿美元，同比多增
41亿美元，当月增速17.8%，为
2015年以来最高，其中非金融企
业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外汇贷
款分别减少3.41亿美元和增加
7.22亿美元，同比分别少减0.1
亿美元和多增40.75亿美元。

新增企业贷款主要投向中
型企业，5月份，全市金融机构新
增境内非金融企业本外币贷款
（不含票据融资）主要投向制造
业、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三行业
贷款分别新增118.8亿元、86.38
亿元和41.01亿元，同比分别多
增 117.89 亿元、74.68 亿元和
60.79 亿元。从借款企业规模
看，金融机构投向境内大型和中
型企业的本外币贷款当月分别
增加326.32亿元和176.83亿元，
同 比 分 别 多 增 21.52 亿 元 和
76.21亿元；境内小型和微型企
业本外币贷款分别减少236.12
亿元和0.59亿元，同比分别多减
254.5亿元和少减90.35亿元。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