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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下午，何某在上海
虹桥火车站被抓，发生在2014
年初的“杭州联合银行42名储
户被盗总计9505万元的重大盗
窃案”首次被公开报道。

杭州联合银行创立于2011
年1月5日，注册资本14 . 43亿，
总部位于杭州。

据杭州西湖公安分局刑侦
大队调查，本次案件的主谋邱

某原是一所民办学校的教师，
2008年弃教下海开办了一家
从事民间借贷的投资公司。但
因近年来浙江民间借贷危机
频发，邱某的公司出现严重资
金危机。为此邱某设法与杭州
联合银行古荡支行文二分理
处主任祝某取得联系，以高额
提成请多名资金掮客引诱储
户进行所谓的“贴息”存款，而

祝某则利用职务便利将这些
储户的钱存入后即转入邱某账
户。

一般情况下资金掮客会
向储户介绍，他的一个朋友在
杭州联合银行古荡支行文二
分理处，去存款只要在她那里
打出对账单，证明账上钱已经
存好了，就可以直接领到“贴
息 存 款 ”中 高 达 1 3 % 的“ 贴

息”。
“事”成之后，资金掮客可

以拿到15%—18%不等的“中
介费”，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冒
着极大风险的祝某，提成仅仅
只有 3%。而公安机关调查发
现，祝某家庭条件可谓优越，
夫妻俩都有着令人艳羡的稳
定职业和收入，且名下有两套
房子。

1月18日，记者在缅甸克
钦前线了解到，缅北战事进
入全面升级状态。

目前克钦邦遍地战火，
密宋北部克钦军进攻缅军
营地发生战斗，同时缅军在
帕敢北方英铎季大湖地区
与克钦军26营爆发战斗。

据了解，缅军空军6架军
机已飞抵密支那机场，可能
会在今天全面空袭克钦。与
此同时，克钦军总司令部调
整加强前线指挥中枢，印缅
边境的克钦机动部队也星
夜回援帕敢。

16日早上，克钦独立军总
部高层指挥官与果敢同盟军
高层指挥官召开联席军事会
议，此后在帕敢昂巴利村附
近设伏，缅军进入埋伏圈后
遇袭，死伤众多。缅甸政府
军命令增援部队火速赶往
前线，同时加派炮兵使用105

毫米榴弹炮、81毫米和120毫
米迫击炮等火炮给予火力
压制，双方激烈交火后，克钦
武装于16日下午撤退。17日，
双方又在帕敢一带全面开
战。

据媒体报道，受战火影
响，包括数百中国公民在内
的约2000平民在战区被困3

天，目前伤员无医药，所剩
粮食饮水不多，缅甸政府军
仍在封锁不让平民离开，这
些来不及从战区撤离的中
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极度令
人担忧。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1月
18日表示，中国使馆对事态
发展保持密切关注，正在加
紧核实有关信息。

至于日前有媒体报道
数百中国公民在战区被困
一事，该负责人回应说，中
使馆方面目前还无法核实
消息的真实性。他指出，媒
体在报道中没有说明这些
中国公民在何处以什么形
式被困，缅甸当地媒体和报
纸也没有相关报道，缺乏第
三方渠道加以证实。

该负责人说，使馆领保
部门需要证据和事实支持
才能采取行动，中国驻缅甸
使馆目前尚未接到任何来
自被困公民及其家属的领
事保护申请。但他强调，中
使馆对事态发展时刻保持
密切关注，正在加紧核实有
关信息。

本报综合中新社等消息

缅北战事升级

数百国人被困
我驻缅使馆：正加紧核实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爱好
文艺的官员通过各类官方和民
间的协会搭台，形成一个“沙
龙”或“雅圈”，结伴采风、办会
出展。然而，这个圈子却暗藏腐
败。

——— 摄影圈：烧别人钱玩
自己的游戏。

摄影被公认是一项花费不
菲的爱好，由于摄影既拥有高
大上的硬件可以炫耀，又包含
一定的文化审美含量能够加
分，所以，近年来在官员圈子里
非常时髦。而其中一些官员的
摄影器材则是受贿而来。

武汉市燃气集团、天然气
公司原董事长张民基受贿的３０
多万元财物中，包括８万多元的

摄影器材。
——— 书画圈：中饱私囊。
一位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委

员的国内著名画家告诉记者，
现在一些政府部门喜欢召集书
画家搞笔会，其间创作的艺术
品有时会被少数官员中饱私
囊。“我就亲身经历过一次，在
一次官方组织的笔会上，国内
几名艺术水准很高的书画家联
合创作了一幅画，非常难得，这
幅画被一位领导拿回自己家
了。”

——— 收藏圈：投其所好。
办案人员调查发现，在倪

发科身边，有一个玉石的圈子。
在他的“明示”与“暗示”下，多
名老板四处“淘宝”，以投其所

好。为买到倪发科喜欢的和田
玉，矿业老板吉立昌多次专程
带着玉石专家坐飞机去新疆，
买回玉石供倪发科挑选。

“在逐利的商人眼里，一座
矿山就是一座金山。他们处心
积虑和你结识，变换花样给你
送礼，不是感情有多好，而是看
中你掌握的权力可能带来巨大
利益。”安徽一位办案检察官
说。

山西省纪检委特邀研究
员、山西财经大学副教授韩永
红说，一些人喜欢和文化领域
具有行政职务的人交往，作为
资源交换。在专家聘任中，也喜
欢聘请具有行政职务的人，作
为自己人脉圈的拓展。

书画家联合作画，领导拿回自己家了

戴戴着着文文化化帽帽，，其其实实很很腐腐败败
古玩“雅好”成受贿新宠，“官雅圈”爆出权钱勾当

内内外外勾勾结结““弄弄丢丢””储储户户近近亿亿存存款款
杭州联合银行42名储户存款已追回5000多万

记者1月17日从杭州
联合银行获悉，42名储户
近亿元存款被盗一案，目
前已有9名涉案人员落
网。

“目前4 2名储户的
9505万元存款，已追回
5000多万，剩余的4000多
万差额部分，银行已经先
行垫付给了储户。”杭州
联合银行办公室主任王
悦17日表示。

资金掮客中介费高达18%

“这件事中在授权监督环
节出现了问题，祝某利用同事
间的信任，在交叉授权时柜员
只对操作界面与单据进行简单
核对，但未对储户办理的业务
内容进行进一步询问。”杭州联
合银行法律合规部主任透露，
在办理业务之前资金掮客还会
让每个储户签订“六不”承诺协

议，即在一年之内不提前支取、
不开通通兑、不开通短信提醒、
不查询、不开通网银等会进行账
户变动信息提醒的业务。

在警方调取这些储户存款
时的监控显示，每次都是由资金
掮客将事先准备好的转账凭
证交给在柜台守候的祝某，然
后由祝某进入转账界面让储

户输入密码。随后，祝某将事
先打印好的对账单以及存折
还给储户，待储户离开后祝某
敲击回车键转账将钱转入邱
某的账户，并在此后用白纸代
替存折进行打印，待流程结束
后将印有转账记录的白纸随手
扔进垃圾桶。

去年初，储户郦先生“违

反”与资金掮客的“六不”协议，
查询其在杭州联合银行古荡支
行文二分理处的存款情况，发
现其账户内的巨额存款不翼而
飞。随后，郦先生与杭州联合银
行进行沟通后，邱某和祝某内
外勾结盗取储户存款事件败
露，公安部门随后介入调查。

（宗禾）

让储户签“不查询”协议

“文化圈内个别官职已经
与经济利益挂钩，有的人拼命
钻营就为了在协会当个主席、
秘书长、理事之类的，拿身份去
卖自己的艺术品。按官职大小
给艺术价值排序，主席的字就
比副主席的好，副主席的字比
秘书长的好。这种行为对艺术

本身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南京
艺术学院副教授、青年书法家
朱友舟说。

业内专家认为，在一些地
方，当选省书协主席、副主席
后，作品润格上升也是事实，这
是“官本位”思想对艺术品市场
的不良影响。原因在于艺术品

的好坏往往没有一个统一标
准，在艺术团体中又人为地把
书法家分成了三六九等，似乎
主席、副主席就该比理事、会员
的润格要高，这是目前中国书
法市场价值错位所导致的结
果。

据新华社

官员作品按职务高低论价

玉石、字画、
瓷器……贪官受
贿物品清单中，
珍奇古玩越来越
多；官员书画家、
官员摄影家、官
员收藏家……越
来越多的贪官头
顶“雅号”。

“珍奇古玩
不 像 现 金 那 么

‘烫手’，也不像
房产、汽车那么

‘惹眼’，且真伪
难分辨、价值有
弹性，变现手段
隐蔽多样，使得
这些文化雅好日
益成为贪腐的光
鲜外套。”专家建
议，应重视这一
现象，以制度化
建设杜绝此类文
化权钱交换。

杭州联合银行42名储户
被盗近亿元案已有9名涉案
人员落网。

（资料图）

缅甸北部的克钦独立军
与政府军爆发激烈冲突，双
方互有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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