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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案例 1：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

【基本案情】

马乐担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博时精选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经理，全权负责投资基金投资股票市场，掌握了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易的标的股票、交易时点和交

易数量等未公开信息。马乐在任职期间利用其掌控的上述未

公开信息，操作自己控制的“金某”“严某进”“严某雯”

三个股票账户，通过临时购买的不记名神州行电话卡下单，

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先于、同期或稍晚于其管理的“博

时精选”基金账户，买卖相同股票 76 只，累计成交金额人

民币 10.5 亿余元，非法获利人民币 19120246.98 元。

【诉讼过程】

2013 年 6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决定对马乐涉嫌利用未公

开信息交易行为立案稽查，交深圳证监局办理。2013 年 7 月

17 日，马乐到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投案。2014 年 1 月 2 日，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

告人马乐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特别严重。2014

年 3 月 24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马

乐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鉴于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

款未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特别严重作出相关规定，



马乐属于犯罪情节严重，同时考虑其具有自首、退赃、认罪

态度良好、罚金能全额缴纳等可以从轻处罚情节，因此判处

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 1884 万元，同时对

其违法所得 1883 万余元予以追缴。

【案件结果】

2015 年 12 月 11 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终审判决：

维持原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马乐的定罪部分；撤销原刑事判

决中对原审被告人马乐的量刑及追缴违法所得部分；原审被

告人马乐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1913 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 19120246.98 元

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八十条 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

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

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

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

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

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确定。

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

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

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

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

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案例 2：王军民等挪用公款罪、受贿罪

【基本案情】

在 2011 年到 2013 年间，南京南善达贸易有限公司负责

人姚某数次联系时任舜天船舶董事长的王军民，姚某作为中

间人、担保人，诱使王军民先后挪用公款共计 18433 万元用

于个人营利活动，并谋取个人利益。舜天船舶副总经理曹春

华明知王军民为谋取个人利益，仍然按照王军民的安排，参

与挪用公款人民币 9240 万元。



【诉讼过程】

2015 年 8 月 14 日，江苏省国资委纪委将王军民与曹春

华涉嫌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等相关

违纪违法线索移送至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法院审理后认为，

王军民、曹春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

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数额巨大，尚有 9270

万元未退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且系共同犯罪；王

军民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王军民身为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

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国有公司人员

滥用职权罪。

【案件结果】

王军民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 25 万元；犯国有公

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 6 年；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 18 年，罚金人民币 25 元，受贿所得 60 万元依

法追缴；曹春华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 8 年。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四条 挪用公款罪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

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

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

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挪用

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

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五条 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

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

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

以受贿论处。

第一百六十八条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

罪 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

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

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

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

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



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

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案例 3：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余蒂妮等人违规披露、

不披露重要信息案

【基本案情】

广东省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元公

司）原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名称：ST 博元，股

票代码：600656。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泰公

司）为博元公司控股股东。在博元公司并购重组过程中，有

关人员作出了业绩承诺，在业绩不达标时需向博元公司支付

股改业绩承诺款。2011 年 4 月，余蒂妮、陈杰、伍宝清、张

丽萍、罗静元等人采取循环转账等方式虚构华信泰公司已代

全体股改义务人支付股改业绩承诺款 3.84 亿余元的事实，

在博元公司临时报告、半年报中进行披露。为掩盖以上虚假

事实，余蒂妮、伍宝清、张丽萍、罗静元采取将 1000 万元

资金循环转账等方式，虚构用股改业绩承诺款购买 37 张面

额共计 3.47 亿元银行承兑汇票的事实，在博元公司 2011 年

的年报中进行披露。2012 年至 2014 年，余蒂妮、张丽萍多

次虚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交易事实，并根据虚假的交易事

实进行记账，制作虚假的财务报表，虚增资产或者虚构利润

均达到当期披露的资产总额或利润总额的 30%以上，并在博



元公司当年半年报、年报中披露。此外，博元公司还违规不

披露博元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公司等信息。

【诉讼过程】

2015 年 12 月 9 日，珠海市公安局以余蒂妮等人涉嫌违

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伪造金融票证罪向珠海市人民

检察院移送起诉；2016 年 2 月 22 日，珠海市公安局又以博

元公司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伪造、变造金融

票证罪移送起诉。随后，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珠海市香洲

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犯罪嫌疑单位博元公司依法负有信

息披露义务，在 2011 年至 2014 年期间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

供虚假的或者隐瞒主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对依法应当披

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重损害股东以及其他

人员的利益，情节严重。余蒂妮、陈杰作为博元公司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伍宝清、张丽萍、罗静元作为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已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应当提起公诉。

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对

博元公司应当依法不予起诉。

2016 年 7 月 18 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对博元公

司作出不起诉决定。检察机关同时认为，虽然依照刑法规定

不能追究博元公司的刑事责任，但对博元公司需要给予行政



处罚。2016 年 9 月 30 日，检察机关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发出《检察意见书》，建议对博元公司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

2016 年 9 月 22 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将余蒂妮

等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移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审

查起诉。2016 年 11 月 3 日，珠海市人民检察院对余蒂妮等

5 名被告人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依法提起公诉。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法庭经审理认为，

博元公司作为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在 2011 年至

2014 年期间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主要事

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

按照规定披露，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的利益，情节严重，

被告人余蒂妮、陈杰作为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

伍宝清、张丽萍、罗静元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

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案件结果】

2017 年 2 月 22 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违规披露、

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被告人余蒂妮等五人有期徒刑一年

七个月至拘役三个月不等刑罚，并处罚金。宣判后，五名被

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一

百六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

警示案例

1、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

小民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

案审查调查。

经查，赖小民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背中央金融

工作方针政策，盲目扩张、无序经营导致公司严重偏离主责

主业，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造成恶劣政治影响；

搞政治投机，为个人职务升迁拉关系，搞美化宣传个人，捞

取政治资本，参加迷信活动，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国家财产，违规组织

公款宴请，频繁在私人会所和高档餐厅接受私营企业主宴

请，安排或接受下属单位公款接待亲属旅游。违反组织纪律，

在人大代表选举和干部推荐过程中搞非组织活动，在干部选

拔任用过程中任人唯权、任人唯利、任人唯圈，严重污染企



业政治生态；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按规定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利用职权

或职务影响为亲友经营活动谋利，与多名女性搞权色交易。

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决定公司重大事项，越级插手具体项目。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

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涉嫌贪污犯罪。

赖小民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完全丧失，党性原

则荡然无存，擅权妄为、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生活奢靡，

甘于被“围猎”，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

犯罪，并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且毫无顾忌、不

知敬畏、变本加厉，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群众反

映特别强烈、腐败问题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应予严肃

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

予赖小民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

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2、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执行董事赵景

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中信

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执行董事赵景文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赵景文丧失理想信念，毫无党性原则，对抗组织

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擅自改变出国考察行程、借

机公款旅游，违规安排下属单位支付个人费用；违规低价购

房，违规兼职取酬，收受礼品、礼金；擅权妄为，利用国有

企业的信誉和地位大搞权钱交易，谋取个人私利，利用职务

便利在工作调动、职务晋升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

物；损公肥私，贪占国有财产。

赵景文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

生活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贪污犯罪，且在党的

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

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给予赵景文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

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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