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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纪委通报8起国家公职人员违规参与经营性活动典型案例

违规参与经营性活动，6人被“双开”
本 报 11 月 6 日 讯 今
天， 记者从三湘风纪网获
悉 ，日前 ， 省 纪 委 对 近 期
各地查处的8起国家公职
人员违规参与涉矿等经
营性活动典型案件进行
了通报。
2004年至2013年，常
宁市国土资源局原党组成
员廖桂成与刘某某、 龙某
某等人先后两次出资50万
元，合股开办龙鑫煤矿，违
规获利70万元。另外，廖桂
成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2017年7月， 廖桂
成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因违规参与涉矿经营
性活动而受 到 开 除 党 籍 、
开除公职处分的还有张
家界市财政局原副调研
员蔡和忠和嘉禾县委原
常委李德笑。三人涉嫌犯
罪问题线索被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此外， 岳阳县东洞庭
湖砂石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综合部部长徐仁义为他人
非法盗采砂石提供帮助，并
收受该采砂船船主“好处
费”2万元，同时收受该采砂
船船主红包礼金1万元。
2017年9月，徐仁义受到留
党察看二年、撤职处分。

常德市地方海事局
原党委委员金行银违规
为采砂船船主谋取利 益，
并收受采砂船船主现金
3.9 万 元 ， 造 成 国 家 损 失
232.9 万 元 ， 受 到 开 除 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并被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
缓刑四年。
同时通报的还有临澧
县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杨
华、 临澧县公安局原副主
任科员刘伟违规参与涉危
爆、烟花经营性活动案；桂
东县人大常委会原正处级
干部何先德违规参与涉小
水电经营性活动案， 三人
均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公
职处分， 其涉嫌犯罪问题
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通报指出，上述8起典
型案件虽然表现形式不
同， 但都利用了职权和职
务上的影响， 严重违反了
党纪国法有关规定， 损害
了党和政府形象， 扰乱了
市场秩序。 全省国家公职
人员要从上述典型案件中
汲取深刻教训， 切实引以
为戒，做到令行禁止。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吴乐洋 梅国飞

请善待共享单车
11月5日，长沙市后湖路（清水路
以北段） 边一段八九十米长的水沟
内，百余辆共享单车跌落在沟底或浸
泡在水中，各种品牌都有。附近居民
希望用车人能善待单车，经营方也要
及时发现并对遭破坏的单车进行回
收修复。
记者 田超 摄

煤矿企业越界开采，国土局长被约谈
本报11月6日讯 今天，省
国土资源厅在官网通报了八起
地质矿产违法典型案件的查处
情况。
2016年12月， 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暗查暗
访组在检查时发现，资兴市瑶山
煤矿涉嫌超层越界违法开采。经
查，瑶山煤矿存在严重越界开采
行为， 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
39万元。因日常监管不力，资兴
市国土资源局局长被约谈，分管
副局长陈铁刚被资兴市监察局
处以行政警告处分，执法监察大
队长黄智勇、城区分局负责人扶

宇明、执法监察大队二中队队长黄
梓林、三都镇国土资源所所长曹孝
义被处以行政记过处分。
其余违法典型案件包括：耒
阳 市黄 市镇 煤 矿 越 界 开 采 煤 炭
案、 新化县桑梓镇非法开采砖瓦
用页岩案、 衡东县高湖镇非法开
采制陶用粘土矿案、 桑植县利福
塔镇非法开采建筑用灰岩矿案、
桃江 县 灰山 港镇 非 法 开 采 制 陶
用粘土矿案、洪江市黔城镇非法
开采钒矿和炭质板岩案、长沙玉
江矿业超深越界开采建筑用砂岩
案等。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彭小云 罗昌武

违规征订教辅材料
湖南移送司法16人
本报11月6日讯 近日， 湖南召
开全省中小学违规征订教辅材料问
题专项整治执纪问责调度会， 通报
了专项整治执纪问责情况、 明察暗
访情况， 以及10起中小学违规征订
教辅材料损害学生利益典型问题。
今年以来， 全省查处了一批违
规征订教辅材料问题，截至10月底，
全省共立案114件， 党纪政纪处分
95人，移送司法16人，追缴违规资
金近7900万元， 清退违规资金近
2423万元。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吴乐洋 梅国飞

恒大引入第三轮600亿战投 正威、苏宁在列
11月6日， 中国恒大（HK.3333）
发布公告， 其间接附属公司恒大地产
与第三轮投资者订立增资协议， 共计
引入600亿战略投资资金， 远超此前
预测的300亿-500亿规模。

“
A

苏宁正威等巨头“入伙”

公告显示， 恒大引入
的第三轮战略投资者实力
雄厚。苏宁、正威集团两家
世界500强企业同时出现
在战略投资者的大名单之
中。 其中苏宁是中国电器
及电子消费产品的龙头零
售商， 正威则是在金属新
材料领域位列世界第一的
高科技产业集团。
此外，恒大的第三轮
战略投资者中有着不少
的“老面 孔 ”。 如山 东高
速，这家全国路桥运营领
军企业就曾参与了恒大
的第一轮引战，其第一轮

的投资额为30亿，而在此
次第三轮其又再投资200
亿，合计投资额达230亿。
另一家公司嘉寓股份，其
在恒大第二轮引战时就
投资了20亿，此次第三轮
再次投资50亿，合计投资
额为70亿。
不难发现， 自第一轮
战投启动以来， 恒大的战
略投资者就不乏实力巨
擘，中信、中融、华信、深业
集团、深圳广田等央企、国
企、大型金融机构、行业龙
头纷纷入股， 显然是对恒
大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B

恒大三轮共引进1300亿

据恒 大2017年 中报 数 据模 拟
测算，引入600亿战投后，恒大净负
债率将大幅下降近四成。实际上，这
已是恒大今年第三次引入战略投资
者。今年1月和6月，恒大先后引进了
305亿和395亿战略投资。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在不到一
年时间内，恒大就成功引入1300亿
战略投资， 完成了国内房企史上最
大规模的股权融资， 不仅体现了一
众实力投资者对恒大发展前景的认
可，也体现了恒大增效益、降负债、
去杠杆的决心。
公告同时显示，恒大承诺2018
年至2020年净利润分别为500亿、
550亿、600亿。 三年承诺净利合计

1650亿，这不仅远超其去年公布的
2017年至2019年三年888亿的承诺
利润，也创A股有史以来最高纪录。
截至去年年底恒大已售未结算
收入为1924亿，今年前十月恒大已
实现销售4223亿， 今年销售突破
5000亿几无悬念。 若以中报14.5%
的净利润率估算，已经锁定1000亿
左右的净利润，占到承诺利润1650
亿的约六成。
据了解， 除了投资者在三轮引
战中共计斥资1300亿入股恒大外，
近期在二级市场上也有不少大型企
业持续买入恒大股票。10月19日，
华人置业就公告， 已增持恒大股份
至7%。

恒大在公告中表示， 得益于此
次战投引入，净负债率大幅降低，股
东结构进一步优化， 资金成本和财
务费用将持续下降。
今年年初， 许家印大刀阔斧实
施战略转型，恒大已向“规模+效益
型”发展战略及低负债、低杠杆、低
成本、高周转的“三低一高”发展模
式转变。分析认为，随着今年恒大完
成三轮共计1300亿战略投资的引
入，带来企业盈利能力大幅提升，负
债率也实现大幅降低。“一增一降”
体现了恒大增效益、降负债、去杠杆
的决心， 也显示出许家印年初制定
的战略转型成效明显。
■记者 潘显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