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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民企内部掀反腐风暴：

有待国家出台制度引导
现代社会,一些民营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与社会公
众的关联度越来越紧密,一举一动都受到社会广泛关
注,同时,企业内部的反腐也关乎社会公共利益。
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反腐败法律体系,企业
依据国家法律完善内部反腐制度即可。可以出台法律
规定引导企业建立完善的内部反腐制度,也可以出台全
国性的强制标准,引导企业实现内部规范管理,有效预
防和处置内部腐败风险。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称,今日头条的母公司——北
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邮件内部通报了一起员
工受贿案件,其旗下火山小视频原运营负责人黄某因涉
嫌在职期间收受贿赂等问题被移交警方。
包括今日头条在内,近年来,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
的民营企业掀起了内部反腐风暴,多名公司高管因腐败
事件被移送司法机关。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企业通过查处并通报这
些内部的腐败案件,可以提醒和警戒企业员工坚守企业
制度和廉政底线。对此,国家层面可以考虑出台相关制
度,引导民营企业进行内部反腐。

企业内部反腐关乎公共利益
今日头条的通报称,2017 年 4 月至 12 月期间,火山
小视频原运营负责人黄某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取合作
方大额行贿款以及购物卡等礼品。
此外,黄某利用职务之便将平台政策漏洞和一些活
动规则透露给有利益相关的合作方,使其利用政策漏洞
降低自身的运营成本,或在活动中扩大额外收益。
根据今日头条的通报,另外两名火山小视频原运营
员工违反公司利益冲突申报制度,违规操作使自己或亲
属成立的合作方获利。
今日头条对黄某等 3 人作出开除处理并且罚没年
终绩效奖金,扣除全部期权,将其行为记录到阳光诚信
联盟的共享信息系统。
根据今日头条的通报,黄某已被北京市海淀区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所谓阳光诚信联盟,即包括腾讯、京东、百度等数十
家互联网企业联合组成的行业组织,一旦联盟中某家企
业内部发生腐败事件,当事人信息将会上报联盟,而其
他联盟成员公司将拒绝录用相关违背职业道德的失信
人员。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自 2010 年
至 2017 年 5 月,互联网行业通报了数十起反腐事件,其
中,京东有 8 起；阿里巴巴为 6 起；百度、腾讯、去哪儿网
等均通报有反腐事件。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彭新林认为,
企业内部腐败行为关乎企业的核心利益和长远发展。
对于企业而言,腐败问题越严重,企业为腐败付出的成
本就越高,严重的将腐蚀企业的商业模式,关乎企业的
存亡。
彭新林告诉记者,正因为如此,企业通过查处并通
报这些内部的腐败案件,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一方面可以提醒和警戒企业员工坚守企业制度和
廉政底线,另一方面,可以向外界表明企业对腐败零容
忍的态度,增强企业软实力,打造诚信、公平、公正的经
营环境。
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剑波对记者说,现代社
会,一些民营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与社会公众的关联度
越来越紧密,一举一动都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因此,企业
内部的反腐也关乎社会公共利益。

契合国家反腐败大趋势
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开始内部反腐,可
以追溯至 2010 年。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2017 年 5 月发布的研究显
示,2010 年,阿里巴巴旗下公司清理了逾千名涉嫌欺诈
的“中国供应商”客户,公司两名高管因此引咎辞职。
2012 年 7 月,阿里巴巴发布公告称,经警方确认,原
聚划算总经理阎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
刑事拘留。半年后,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阎某有期徒刑 7
年。
根据法院的判决书显示,阎某担任聚划算的负责
人、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万某两辆车共
计 53 万余元。在接受“照顾费”后,阎某指定万某担任
总经理的某公司为聚划算一个项目服装类目的唯一合
作运营商。

2017 年,阎某提前获释后,随即又投身互联网行业。
阎某之后,阿里巴巴在一份公告中表示,2012 年前
半年,集团共查处违规员工 28 人,移送司法机关员工 7
人,外包人员 3 人。
2014 年,阿里巴巴高层人力资源部原副总裁王某,
因受贿 260 余万元被法院判处 8 年零 6 个月有期徒刑。
2016 年 10 月,京东对外公开内部腐败事件,在查处
的 10 起内部腐败中,有 3 起案件的当事人被警方刑事拘
留,涉及的腐败包括安排家属实际控制的公司从与京东
的合作中违规获利等。
一个月后,京东再次公开一起员工贪腐案件。京东
商城员工樊某利用职务便利,向商家索要股份、现金等
大量财物,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到了 2017 年,华为公司也加入内部反腐行列。
2017 年 1 月,华为公司发布了 6 份“内部反腐快报”
,
通报了 6 名前华为员工因涉嫌侵犯知识产权,已被检察
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这 6 名员工均来自华为消费者业
务集团,包括硬件工程架构设计部部长吴某等人。
2017 年 12 月,华为公司消费者业务集团大中华区
执行副总裁腾某被带走调查。华为公司称,滕某因涉嫌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彭新林认为,长期以来,企业反腐尤其是民营企业
反腐受到的关注和重视不够。党的十八大之后,在党中
央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的背景下,一些知名民营企
业主动清理“门户”、自揭“家丑”,向企业内部腐败宣战,
对内部腐败说“不”
。
在彭新林看来,这个大趋势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以
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掀起的企
业内部反腐风暴,涉案人数之多,涉案员工级别之高,内
部反腐力度之大,应当说是前所未有的。

企业要加强反腐制度建设
早在 2011 年,百度公司就在内部设立职业道德委
员会,通过自查和邮件通报进行内部反腐建设。
此外,百度公司还设立了职业道德建设部,核心成
员均为从事过企业内审、检察官、警察等职业的专业人
士。
阿里巴巴成立廉政合规部,对索取、收受贿赂、违规
投资、利用职权谋私等内部员工违纪行为进行受理。
其他互联网公司也纷纷组建内部反腐部门,严查企
业内部的相关腐败行为。
王剑波告诉记者,在现代社会,企业一定要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其中就包括腐败风险防范制度、内部监督
检查制度。
在王剑波看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决不能单纯为
了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忽略了内部反腐制度的建
设和完善,否则,一旦发生类似行为,将对企业发展带来
无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彭新林认为,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民营企业建立
完善的反腐倡廉制度,是从根本上遏制企业内部腐败现
象蔓延的治本之策,也是提高企业依法治理水平、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
彭新林建议,企业要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具体来说,要从加强企业内部反腐倡廉教育制度、
监督制度、预防制度、惩治制度建设入手,把企业内部员
工尤其是高管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堵塞腐败行为
发生的制度漏洞,强化对企业员工尤其是高管权力运行
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防范企业内部腐败的预警系
统,完善查处内部腐败的惩戒机制。
”彭新林说。
一个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对于民营企业加强内部反
腐制度建设,在国家层面是否有必要出台相关法律为民
营企业提供内部反腐制度保障呢?
王剑波认为,在国家层面上,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
完善的反腐败法律体系,企业依据国家法律完善内部反
腐制度即可,值得注意的是,亟须在企业内部反腐与国
家反腐之间建立案件移送衔接制度。
2017 年 7 月 1 日,国内首个反贿赂领域地方标准
——《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开始实施,通过明确企
业组织建立和实施反贿赂管理体系的整个流程,发现、
预防和管控贿赂风险。
基于此,彭新林认为,可以出台法律规定引导企业
建立完善的内部反腐制度,也可以借鉴深圳市的做法,
出台全国性的强制标准,引导企业实现内部规范管理,
有效预防和处置内部腐败风险。
据《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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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将 3 岁孙女抛窗外致死

一审被判八年

65 岁的耿某与儿媳因琐事发生矛盾后，将其 3 岁孙女从窗户扔出致
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耿某八年有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2017 年 6 月 12 日 10 时许，耿某与其儿媳刘某因琐事发生矛盾后，在
北京市房山区一小区楼房过道处，将其 3 岁孙女从窗户扔出致死。经鉴
定，耿某实施犯罪时受精神障碍影响，辨认和控制能力削弱，评定为限制
刑事责任能力。
案件审理期间，
耿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未提出异议，
对
其行为和后果表示后悔不已。坠亡女童的父母均对耿某的行为表示谅
解，
并请求对耿某从轻处罚。
法院经审理认为，耿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
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大，依法应予惩处。鉴于
本案是因家庭日常矛盾引发，耿某与被害人是直系血亲关系，
并未预谋实
施杀人行为，且行为时受精神障碍影响，辨认和控制能力削弱，系限制刑
事责任能力人，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
意杀人案件存在一定区别，加之其系初犯、偶犯，到案后一直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被害人刘某的父母在本院审理过程中亦
均对耿某的行为表示谅解，依法对耿某减轻处罚。

凶手带哥哥身份证潜逃 10 年被抓

原是眉毛
“出卖”
了他

“我就说他的眉毛没有身份证照片上的那么弯，果然没有看错。”近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石派出所民警经过核查，终于证实他们在柳州汽
车总站拦下的可疑男子，正是涉嫌故意伤害致死而潜逃了 10 年的吴某
党。
5 月 11 日下午 5 时许，柳石派出所民警在柳州汽车总站内检查进出
站旅客的身份证时，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该男子出示的身份证显示姓
名为“吴某高”，民警仔细核对，发现持证男子虽与身份证上面的人像非
常相似，但眉毛的区别却比较明显——持证人的眉毛比较平，而身份证
人像上男子的眉毛比较弯。
民警将持证男子拦下做进一步检查时，在男子的钱包内发现了另一
个姓名为“吴某党”的身份证。经核查，吴某党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
亡，
10 年前已被来宾警方列为网上追捕的在逃嫌疑人。
民警将可疑男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审查时，他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吴
某高。公安机关登记的人口信息显示，吴某高与吴某党是亲兄弟，一家
兄弟姐妹 7 人，
吴某高排行老四，吴某党排行老五。
最终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吴家 7 兄弟的大哥对照片进行了辨
认，
并指认在柳州汽车总站被截下的男子就是吴某党。
目前，吴某党已被依法羁押在看守所，等待移交来宾警方作进一步
调查。
本报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