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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12日讯 记者李万祥

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今日发布第十批指
导性案例，明确多发疑难及新型金融犯罪
法律适用标准。

新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包括朱炜明操
纵证券市场案、周辉集资诈骗案、叶经生
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 3 件案例。与以
往不同的是，每一件指导性案例都增加了

“指控与证明犯罪”内容，再现检察机关组
织、运用证据指控与证明犯罪的过程，还
原诉讼过程中控辩争议的焦点和法庭审
理的冲突，揭示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

证券犯罪严重破坏资本市场“公开公
平公正”原则，严重扰乱金融管理秩序。
朱炜明操纵证券市场案揭示了以“抢帽
子”交易手段操纵证券市场的一种新型犯

罪类型。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

顾佳说，“抢帽子”交易的名称起源于早期
证券交易所内交易员喊价的动作，引申含
义是指证券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公开评价
推荐自己买卖或持有的证券，通过期待的
市场波动取得经济利益的行为。

朱炜明操纵证券市场案明确了证券
公司、证券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违背从业禁止规定，买卖或者
持有证券，并在对相关证券作出公开评
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后，通过预期的市
场波动，反向操作谋取利益，构成“抢帽
子”交易操纵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以操
纵证券市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了解，涉众型金融犯罪，涉案金额

大，参与人群广，犯罪分子往往大肆开展
虚假宣传，极易蒙蔽群众，造成众多参与
者巨额财产损失，是当前风险性和危害性
极大的金融犯罪。

新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周辉集资诈
骗案明确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或其
控制人，利用网络借贷平台发布虚假信
息，非法建立资金池募集资金，所得资金
大部分未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主要用于借
新还旧和个人挥霍，无法归还所募资金数
额巨大的，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以集资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叶经生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明确
了对于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利用网络发展
会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以缴纳或者变相缴
纳“入门费”为条件获得提成和发展下线

的资格，通过发展人员组成层级关系，并
以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作为计
酬或者返利的依据，引诱被发展人员继续
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秩序
的行为，应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
刑事责任。

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
工作的规定》，对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类
似案件时要参照适用。

“金融犯罪中法律适用疑难问题较
多，且犯罪手段翻新快，极易复制扩散。”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童建明说，最高
人民检察院发布指导性案例，具有进一步
明确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具体涵义，统一
检察工作法律适用标准的功能和作用。

最高检发布第十批指导性案例

“抢帽子”交易操纵情节严重将构成犯罪

本版编辑 孟 飞

一项为失能老人带来福利的社会保
险——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
正在一些城市开展试点。与此前的新农
合、大病统筹保障一样，保险机构在这项
社保性质的保障承办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不少专家认为，长护险纳入社保后，
将对现行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起到提质增
效的作用。

市场需求量庞大

杨明是一位家住青岛的普通市民。
他面临的困境是，89 岁的老母亲因病卧
床多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年前，86
岁的老父亲因膀胱癌插上了尿管，也卧
床不起了。好在杨明还有 3 个兄弟姐
妹，4个人可以轮流负责照顾两位老人的
日常生活。但当两位老人都有就医需要
时，就需要 4个儿女齐上阵，这给他们造
成了不小的负担。

有幸的是，青岛实行了长护险。在
这之后，街道医生每周至少会登门两次，
给老人送药、输液，提供基本诊疗，到了
该换尿管的时候，街道护理站的护士也
会定时上门更换。在老人感到身体不适
或遇到特殊情况时，这些医护人员也能
做到随叫随到。

“长护险不仅解决了老人平时的看
病和护理问题，还大幅减轻了家庭的经
济负担。”杨明说，以前父母每月花销四
五百元，现在每人每年只需 300 元就能
得到全年照护。

像杨明这样靠长护险而减轻负担的
人 ，在 全 国 渐 渐 多 起 来 了 。 据 了 解 ，
2016年6月份，国家出台《关于开展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正式开

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化建设征程。历经
两年探索，已在全国 15个试点城市和北
京、河北等多个省份的非试点地区展开，
覆盖人口超过4800万。

如今，我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老龄
化冲击。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老年人
口已超过 2.4 亿，占总人口的 17.3%，失
能失智老人约 4500 万；预计到 2050 年
老龄人口将达4.8亿，占到总人口的35%
左右，失能失智老人将达到上亿人。

与相对庞大的护理服务需求相比，
我国长期护理服务有效供给却严重不
足，无论是护理服务机构还是床位都很
紧缺。根据民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划，到
2020年，中国每千名老年人口拥有养老
床位数为35张至40张，其中护理型床位
比例不低于 30%。相比来说，目前发达
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已拥有养老床位50
张至70张。

“相对于汹涌袭来的老龄化浪潮，我
国长期护理保险保障状况与社会需求相
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政府主导的试点刚
刚开始，保障覆盖面太小，目前全国仅有
10多个地区（含国家试点城市）正式建立
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人口数量不
多；已经启动试点的地区经办管理专业
化程度不高，不利于制度长期稳定运行；
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培育不充分，市场上
现有 160多款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产品与
政府基本长期护理保险缺乏衔接，性价
比和保障性均不足。”中国人民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宋福兴说。

保险机构试身手

长期照护问题是全世界面临的难

题，其他国家也在探索可行方式解决这
一问题。比如，美国从 2011 年开始，专
设了一个医疗与照顾协调机构，并引入
全人全责理念，试点老人全包式照顾项
目，项目从最初的1个试点，发展到2016
年 32 个州的 118 个项目点。实践证明，
将医疗和生活照料进行整合服务，既避
免了高龄失能者对传统医疗的过度依赖
和可能带来的浪费，又解决了原来单一
生活照料模式的弊端。

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
家，并持续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
段。与此同时，少子化及快速城市化，使
得我国传统的由家庭成员承担老年人护
理责任的情形，已难以为继。因此，加快
建立和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刻不容
缓。

作为与医疗保障有着天然联系的保
险行业，在长期护理保险推进中占有优
势。从新农合到城镇居民大病统筹，再
到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保险机构一直在
创新与社会医疗保障深度合作中经办管
理服务，“政府主导、商业经办”的模式得
到了广泛认可。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保险机
构对长护险的承办业务，使超过7.5万人
享受了保障待遇，赔付护理保险基金5.7
亿元，基金支付比例超过70%，在有效减
轻失能人员及其家庭经济负担的同时，
带动试点地区护理相关产业投资 70 多
亿元，直接拉动就业 4万多人，有力促进
了护理服务市场的发展。

在长护险承办业务中，中国人民健
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比较早的开拓者
和先行者。在青岛，该公司已累计提供
护理服务15.4万人次，赔付护理费用7.5

亿元，失能人员人均护理床日费降为原
来的二十分之一，个人负担只有原来的
1.3%，大大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

除了青岛、宁波等 15 个试点城市之
外，北京近期也在推广长期护理保险。
比如，石景山区出台了《石景山区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试点方案（试行）》，并完成了
八角街两个社区的入户评定，计划年底
前在区内全面试点。今后，保险机构承
办长护险的空间还将进一步扩大。

制度建设需提速

总体看，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成效显
著。不过，应对老龄化冲击，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建设还需要加快速度，并解决一
系列问题。

首先是完善制度顶层设计，推动我
国长期护理保险立法进程。加快制定长
期护理保障制度的相关条例，全面建立

“社保+商保”的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
系，形成政府、企业、个人多方共担，财
政、医保基金、个人账户缴费多渠道筹
集、动态可持续的筹资机制。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必须放到
长期护理保障制度的大盘子中设计。”全
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朱耀垠
认为，要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适销对
路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发展与长期护理
社会保险相衔接的商业护理保险，满足
多样化、多层次的长期护理保障需求。

其次要建立全国统一技术标准体
系，规范长期护理保险运营。中国劳动
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维刚提
出：“加紧研究制定对于失能人员的失能
等级标准，建立有关护理等级的国家标
准。”

第三是加强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
设，扩大长期护理服务有效供给。特别
是加强专业护理人才的培养和非正式护
理人员的技能培训极为重要。

“面临长期护理保险庞大的市场需
求，如何尽可能多地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能力，扩充相关专业人才队伍，是今后必
须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北京市卫生
计生委主任雷海潮提出了一个目前发展
长护险最明显的短板问题。

失能老人由社会看护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正在积极试点——

长护险：需求强劲 亟需扩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江 帆

□ 相对于汹涌袭来的老龄化浪潮，我国长期护理保险保障状况与社会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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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制定长期护理保障制度的相关条例，全面建立“社保+商保”的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

形成政府、企业、个人多方共担，财政、医保基金、个人账户缴费多渠道筹集、动态可持续的筹资机制

两市双双走高 创业板涨超3%
本报讯 记者温济聪报道：截至 7 月 12 日收盘，

上 证 综 指 报 收 于 2837.66 点 ， 上 涨 2.16% ， 成 交
1703.19 亿 元 ； 深 证 成 指 报 收 于 9273.61 点 ， 上 涨
2.77% ， 成 交 2454.76 亿 元 。 此 外 ， 创 业 板 报 收 于
1614.63点，上涨3.30%。

当日创业板指数表现不俗。国开证券研究部副总经
理杜征征表示，这主要源于创业板的估值目前处于较为
合理的水平。截至 7 月 12 日收盘，创业板的加权平均
市盈率为 39.43 倍，低于 2016 年上证综指 2638 点时超
过40倍的估值水平。

两市当日表现不俗也与上市公司业绩表现抢眼有
关。以沪市上市公司为例，根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
显示，截至7月10日，沪深两市共有1330家上市公司
发布了 2018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其中，预喜的公司有
974家，占比高达 73.23%，包括预增 376家、续盈 171
家、扭亏61家、略增366家。

展望未来，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认为，在我
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近期的阶段性调整不改市
场中长期健康发展趋势。当前，股市适度调整有助于市
场释放前期累积的风险，同时，监管部门已经关注到市
场的最新变化，并做出了相应的政策调整，市场结构性
问题的解决和潜在风险的化解都将更加平稳有序。

本报讯 记者温济聪报道：目前，A股深市上市公
司积极分红的良好氛围基本形成。据统计，从 2011年
起，分红公司数占比维持在 70%以上，平均现金分红
率维持在 30%以上，分红总额逐年稳步上升，持续分
红的队伍不断壮大。其中，有769家公司近5年连续分
红，“真诚回报”形象深入人心，分红理念广受市场
认可。

现金分红是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一种重要方式，
连续稳定的现金分红是上市公司财务健康、经营状况稳
定的重要标志。据介绍，2017 年度深市公司现金分红
亮点纷呈，分红连续性和稳定性不断增强、高现金分红
比例的公司数量持续增加、中小创企业保持较强分红
意愿。

A股深市：

769家公司近5年连续分红

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MUFG Bank (China)，Ltd. Suzhou Branch

机构编码：B0288B23205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80954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04月25日

住所：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289

号广融大厦15楼、16楼

邮政编码:215028

电话:0512-33333030

传真:0512-62853031/6285303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09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外资银行变更事项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中国银监会令2015年第7号）和《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银监会令2018年
第3号）的有关规定，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报告，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变更名称为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三菱东京
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常熟支行变更名称为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常熟支行。并换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常熟支行
MUFG Bank (China), Ltd. Suzhou Changshu
Sub Branch
机构编码：B0288S23205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8095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07月12日

住所：江苏省常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南大道

333号科创大厦12楼C区及D区

邮政编码:215500

电话:0512-51513030

传真:0512-51513031/5151303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09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春熙支行槐树街分理处
机构编码：B0001U251010143
许可证流水号：00563875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5月0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槐树街51号附6号
发证日期：2018年06月22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怡湖西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095
许可证流水号：00563874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红阳怡湖西路159、161、163、165号
发证日期：2018年06月22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晨辉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39
许可证流水号：00563888
批准成立日期：1989年12月27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晨辉路6号1栋1楼3-5号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05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36
许可证流水号：00563884
批准成立日期：1989年04月0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36号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05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羊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37

许可证流水号：00563885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7号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05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义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38
许可证流水号：00563886
批准成立日期：1994年11月3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新乐南街111号附3号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05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朝阳南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40
许可证流水号：00563887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1月14日
住所：四川省彭州市朝阳南路480号3幢1楼468、470、472、476、
478号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05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陕西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16
许可证流水号：00563889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12月3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金盾路52号附1号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10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
许可下列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
文件所列的为准。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
拟处置以下不良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债权名
称

苏州海
铂晶体
有限公
司

所在
地

江 苏
太仓

币
种

人
民
币

本金

50,000,000.00
元

利息
(截至

2018.6.20)

29,713,750.00
元

担保情况

融资租赁的租赁物——
蓝宝石生产加工设备一
批、苏州海铂晶体有限公
司45%股权质押、实际控
制人黄忠炫连带保证。

当前
资产状

况

进入法
院执行
阶段。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关于苏州海铂晶体有限公司不良资产的处置公告

注：1.我分公司将根据需要进行单户处置或者与其他资产组包处置。
2.详细信息见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公告（https://www.

coamc.com.cn）。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条件；
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
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
联系人：冼先生 联系电话：0755-82215570 13902975965
邮件地址：xianwei@coamc.com.cn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2016号南方证券大厦A座18楼
邮编：51800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755-82215576(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深圳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755-88318931

中国银监会深圳监管局 电话：0755-8828511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2018年7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