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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记者 王都
鹏 刘慧）前深圳证券交易所工作人员，曾
担任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兼职
委员的冯小树，以职务之便，借用他人名义
在公司上市前突击入股，又在公司上市不
久后“清仓式”减持，最终受到处罚。证监
会 24日对外披露了对冯小树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和市场禁入决定书，并曝光了违法
行为的具体细节。

处罚决定书披露显示，为了掩盖违法
行为，冯小树在深交所和证监会任职期间，
先后以彭某嫦名义和何某梅名义，违法持
有、买卖“鱼跃医疗”、“三川股份”、“宝莱
特”等三只股票。经调查，彭某嫦、何某梅
分别为冯小树配偶何某玉之母和冯小树配
偶何某玉之妹。

从具体的操作细节可以发现，冯小树
违法持有、买卖三只股票的行为，均采用代
持方式实现。冯小树通过彭某嫦代持深圳
世方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份，完成“鱼跃
医疗”的操作。据处罚决定书介绍，彭某嫦
持有深圳世方联30%的股份，并担任法定代
表人、执行董事职务。而在该公司存续期
间，其证券账户主要用于交易“鱼跃医疗”。

与以公司名义代持“鱼跃医疗”不同的
是，冯小树操作“三川股份”和“宝莱特”两
只股票的方式，是以他人名义直接持有。
三川股份于 2002 年开始筹备上市，并于
2010 年 3 月 26 日正式登陆深交所创业
板。这段时间，冯小树借着三川股份实际
控制人李某林多次向他就公司上市事宜咨
询的机会，提出“介绍”何某梅入股的请求。

在得到李某林同意后，何某梅在三川
股份上市前，实现以每股 3.66元的价格增
资，买入56.5万股，共计206.79万元。尽管
该协议签字页“何某梅”签字并非其本人签
署，但经过追踪入股资金来源发现，在签订
协议的同日，何某梅招行0381账户向三川
股份转入的这笔资金，来源于冯小树夫妇。

同样，冯小树借助与宝莱特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燕某元均曾就读于江西工学院，
以及燕某元多次聆听其以职务身份所授课
程这一特殊经历，为自己违法持有、买卖

“宝莱特”谋取非法利益进行铺垫。
宝莱特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前夕，冯

小树通过配偶何某玉，向宝莱特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燕某元提出，希望“介绍”他人购
买宝莱特4%的股份，开始提出“介绍”王某
正购买股份，后实际由何某梅账户买入宝
莱特股份。

事实上，冯小树以他人名义受让相关
拟上市公司股权，持有并交易了相关上市
公司股票，这种在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突
击入股，待股票上市后高价卖出的行为，历
来属于证券法关于禁止从业人员参与股票
交易的规范范畴。

证监会认为，冯小树长期担任深交所
重要职务，其知法犯法，严重扰乱了资本市
场管理秩序。最终，证监会依法决定没收
冯小树违法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的
违法所得 2.48亿元，顶格处以 2.51亿元的
罚款，并决定对冯小树采取终身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

冯小树违法买卖股票细节

被曝光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中国国家

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向全球传递着
中国经济“暖意”。海外媒体和分析人
士普遍认为，今年首季 6.9%的增速“表
现抢眼”，中国经济在良好开局中展现
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中国仍
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稳中有进的中国经济
从去年前三个季度的6.7%，到第四

季度的 6.8%，再到今年一季度的 6.9%，
中国经济勾勒出一条平稳向上的运行
曲线。《纽约时报》评论说：“中国经济在
过去 11个季度的增长速度保持在 6.7%
到 7.2%之间，用国际标准来衡量，经济
稳定的时间如此之长令人惊讶……一
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充满活力。”

德国媒体的报道指出，中国经济今
年一季度强劲增长6.9%，是自2015年第
三季度以来的最快增速，增强了中国继
续改革的信心，对中国金融市场起到了
稳定作用。

俄罗斯金融信息门户网站 vestifi⁃
nance 发表文章称，6.9%这一数字寓意
很多，这得益于中国政府防控金融风
险、实施刺激经济稳健增长的政策，同
时表明政府实施的经济改革是成功的，
中国经济仍保持较高速度增长。

美国金瑞基金首席投资官布伦丹·
埃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一
季度的强劲增长表明中国经济正在复
苏。在他看来，过去几个季度中国各方
面经济数据都保持增长趋势，这说明中
国经济表现“非常强劲”。

稳中向好的中国经济
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最终消费支

出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
贡献达到 77.2%，消费继续成为拉动中
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与此同时，新
动能加快成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
季 度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投 资 增 长 高 达
22.6%，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
到56.5%。

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
心研究员李博认为，中国一季度经济数
据的亮点在于“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服
务业成为新增长极”。他说，从实际增
长率来看，全行业以第一产业、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的顺序递增，说明第三产
业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其占国民经济
的份额也在逐渐增加。

这一观点与埃及商人协会成员穆
斯塔法·易卜拉欣的看法不谋而合。他
认为，中国第一季度经济数据的亮点之
一就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
这反映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调整，服务
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
林斯指出，中国的住宅待售面积和工业
企业负债率及成本这几项指标均出现
下降，表明中国政府倡导的改革措施针
对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些重点因
素对症下药，这对经济“稳中求进”十分
重要。同时，科技创新、互联网、物流等
第三产业部门的增速也十分喜人，推动
经济结构优化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加。
他认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产业结构
继续优化，经济增长保持稳定态势，为
全年创造良好开局。

哈萨克斯坦门户网站 vlast.kz 刊文
说，自中国实行经济结构调整以来，国

内消费明显增加，对出口的依赖减小，
同时经济增长对政府投资的依赖程度
也在降低，产能过剩得到明显缓解。中
国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

“新常态”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信心十足的中国经济

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的亮眼表现无
疑给正在爬坡过坎、增长势头好转的全
球经济复苏注入了更多信心。

韩国《东亚日报》发表评论说，中国
经济一季度增长6.9%是一个令人“惊喜
的成绩”，显示中国经济今年呈现出良
好发展势头，有望为低迷的世界经济注
入新的增长动力。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国际关
系教授毛里西奥·桑托洛指出，尽管今
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较之前的高
增长有所放缓，但依然是全球范围内最
高的之一，表明中国依旧是世界经济增
长的引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上调
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其中中国经
济表现亮眼是上调全球增速的主要原因
之一。由于 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好于
预期，同时政策有望继续支持经济保持
中高速增长，IMF将中国今明两年经济
增长预期分别上调0.1个百分点和0.2个
百分点至6.6%和6.2%，将全球今年经济
增长预期上调0.1个百分点至3.5%。

IMF说，中国经济转型正在多个方面
取得进展，包括经济活动从倚重工业转向
服务业，需求从倚重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
服务业和消费占GDP的比重稳步提高。
中国政府正努力引导中国经济走上更加包
容、环境友好和更可持续的增长路径。

中国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引擎
——海外热评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

新华社香港4月25日电（记者 周
雪婷）“香港是否需要专营的士（出租
车）？”这个话题在香港连日来被反复讨
论，乘客、的士业界、互联网约车公司各
执一词。在新科技不断冲击交通业、香
港的士口碑面临挑战的当下，香港的出
租车行业未来将何去何从？

专营的士计划拟推出 为的士优质
服务订立标准

为改善的士服务质量，香港特区政
府于 2016 年 6 月着手以专营权形式推
出“优质的士”计划，在现有 18138部的
士外，提供最多600部优质的士，所有司
机必须由营办商直接聘用。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
张炳良在介绍该计划时表示，此前发行
的的士牌照永久有效，签发时并无任何
与服务质量直接相关的条款，司机服务
质量也未与收入直接挂钩，因此服务质
量参差不齐。政府研究以有期限的专
营权模式引进优质的士，确保政府可通
过专营权条款订立服务标准，监督专营
权营办商的服务表现。

计划一出，在香港社会一石激起千
层浪。的士车行和的士司机直言反对，
认为此举将损害的士市场公平竞争，而
乘客及游客则纷纷表示支持，认为这样
可以推动香港的士改善服务质量。

特区政府于2017年3月至4月先后
公布“优质的士”的具体计划，近日还在
讨论中。特区政府将“优质的士”改名
为“专营的士”，专营的士计划试验批出
3 个专营权，每个专营权提供 200 辆的
士。专营权为期5年，期间不可转让。

现有的士服务质量不佳 市场期待
专营的士

香港的士服务不佳的问题并不新
鲜，然而由于市场上缺少同类竞争，业
内一直缺乏改善的动力。近年来，香港
最多人投诉的问题是拒载、司机举止无
礼、不守规矩及绕路。

香港市民王朵朵就是投诉者之
一。她有一次搭乘的士因忘带钱包让
司机带她回家取钱，并承诺给司机来回
车费。司机却认为她耽误时间，辱骂了
她一路并拒绝给她开收据。事后，王朵
朵向多个部门投诉，只得到口头警告司
机的结果。“我感觉效果甚微，几乎没什
么处罚力度。”她说。

目前香港有 HKTaxi、飞的、优步、
Easy Taxi、滴滴出行等十余家互联网约
车公司，这些公司的服务得到不少乘客的
认可。叶湛溪是一名伤残人士，他在乘搭
了优步后表示，优步司机不仅懂得照顾他
的感受，还会提供一系列专业服务。

所以当特区政府放出“专营的士”

计划后，不少市民都在关注这些互联网
约车公司是否会加入。对此，优步香港
分公司总经理佘隽知表示，对政府在出
行市场引入新的竞争者感到鼓舞，但目
前还在研究具体细则。滴滴出行发言
人也表示关注专营的士，但暂时未有确
定计划。

专营的士刺激业界改善服务 的士
行业仍有进步空间

对于出租车专营计划，香港的士业界
一直持反对态度。的士司机、电召台以及
的士车行等团体还组成了“撤回的士专营
权大联盟”。大联盟认为专营的士贸然引
进后，会冲击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

香港特区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
副主席邓家彪表示，专营的士计划对的
士司机是一件好事，因为新的雇佣关系
和服务模式让他们多了一个选择。邓
家彪也认为当前的士行业仍有改善空
间：很多出租车已经老化，需要更换新
车；点对点叫车服务应逐渐扩展到每一
辆车；应安装新的支付手段，允许乘客
刷卡或者电子支付。

“不管什么时代，出行都是人们的
刚性需求。希望未来政府和的士业界，
的士司机和乘客可以建立起有效的沟
通机制，让的士更好地服务香港市民和
旅客。”邓家彪说。

专营的士计划让香港出租车行业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