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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犯罪数量，目前未见到统计数字，估计每年数以千计。对于公司高管的代表，公司总裁董事长总经理即所谓企业家的犯罪，已经有人在统计研究2009年度报告 名人落马的一年 近一百名市场经济弄潮儿 中国式大败局主角“中国式失败”的规律草莽企业家的功与过 改革初期涌现的一批企业家 大胆改革勇于实践 他们高智商高情商，在各自的企业领域里叱咤风云成绩斐然，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奋斗为企业和市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涉案企业家大都曾得到过很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在2009年36名涉案国企企业家中，有曾任中央候补委员的陈同海；有曾任中纪委委员的康日新；有曾经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李经纬、张家岭、陈鹏飞；有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张春江。在49名涉案民营企业家中，身价逾亿元或者涉案金额逾亿元的“落马富豪”多达36人以上。   他们都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个人生活也令人羡慕---领导敬其三分、下属前呼后拥、美女左拥右抱   他们失败了，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中国是特色市场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正反两面的教材。落马不等于真正的犯罪！   吴晓波先生在《大败局》一书中，总结了“中国式失败”的规律。他认为，这些企业的失败前提是，“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处于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法治在建设和完善之中，冒险者往往需要穿越现行的某些法规才能成功，这造成很多企业不时运行于灰色的中间地带，企业家不可避免地遭遇商业之外的众多挑战。”  但，这只是一个时代背景、市场环境的客观原因。从律师工作层面上，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还是总结一下企业高管犯罪或者被犯罪的具体原因，给身边的企业老板提个醒，在日常的法律服务工作中尽职尽责，避免和制止这类悲剧的发生。



1.     Analysis on Multinational      
 Executives’ Crime Cases 

 
  Investigation to GSK  (GlaxoSmithKlines), 

 American Eli Lilly and Company, Danish 
Novo  Nordisk A/S and Belgium's UCB SA  

 Case of a top-level  German art brokerage 
firm  





 

  Crimes of fraud  

  Crime of commercial bribery 

  Crime of smuggling  

 

 

2. Common Crimes Committed by  
 Multinational Executives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1、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 职务侵占罪 挪用资金罪     贪污罪：使用变相的手段贪污  企业改制、资产重组等复杂民事行为，如何界定贪污          　　　尹军案件： 旅游局借款5万元 十几年发展为潍坊大国企 庄稼地里富华酒店带起新城区 长城资产6亿元购资产包处置不成告逃废金融债务33亿，温家宝批示4.27专案  法院执行中国有资产处置 民营企业接收国资职工债务 重组上市 海外融资3000万美金 还债 经营良好 因为收购价和评估价差9700万元，定四高管贪污　　　（链接一期资产处置图 法院执行中拍卖 评估价1.5亿 两次流拍 1.06亿购买）二期资产是企业破产中的拍卖  两期资产最后到富潍塑胶公司 NASDAQ 上市 富潍塑胶是公司高管和职工成立的民营公司  无职务便利：银行抵押资产处置 破产资产处置  无私人占有资产 资产在民营企业    挪用公款罪：南京 老先生 改制文件 完不成任务挪公款垫上  后还上  法律和文件的冲突     尹军 挪用4700万不成立  顾雏军挪用资金罪不成立民事成立3.9亿    职务侵占罪： 一不择手段职务侵占 挪用资金，另外是以此罪把对方推向犯罪     海南 双方私人投资  一方举报对方  抓起来  拿回资产  出来后 把对方以侵占搞进去  找中央领导  谁权大判对方   兄弟反目 夫妻反目   美女操盘手李爽 京贸国际公寓 孙旭 受贿罪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斡旋受贿罪  证监会王小石 商业贿赂 回扣 3、非法集资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无金融许可，向不特定公众　金融机构吸收存款 构成此罪吗  德隆体系里有22家金融机构参股或控股商业银行　民企融资问题  4、 金融诈骗罪  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 信用证诈骗罪 保险诈骗罪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虚假手段虚假承兑汇票、虚假担保、 虚假注册资本 贷了款用于经营经营很好 李立兵 。还上钱了就没有非法目的，还不上就是非法目的。客观归罪。    山东大国企 因经济纠纷被骗了几个亿 还不上贷款  银行谈判 前几年信用证有问题 控告你信用证诈骗     罪与非罪  死刑与自由  5、合同诈骗罪 签订合同失职被骗罪　企业间用虚假合同骗钱 这是立法背景 有必要性  但增加该罪后  很多情况下一旦有损失，正常的合同交易也被当做诈骗罪  滥用 。　北京公司买了吉林的矿 7000万元 发现矿的质量没有约定的指标 要退款 诉讼 不成  控告合同诈骗  　为了转嫁损失 也按合同诈骗控告 总政治部 军级干部  股权转让  第二天对方回来几千万元首付款，第三天就被抓走理由是合同诈骗 后来知道是对方毁约 怕3000万元违约金  刑事手段  　 6、虚报注册资本最 虚假出资 抽逃出资 　就像以前的流氓罪 口袋罪。别的罪成不了，就按这几个判判个羁押期没问题。这几个罪是悬在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可能掉下来。　李立兵 虚报注册资本罪 999急救中心创始人 因查红十字会某会长一案被抓，没事，就按虚报注册资本判  为贷款虚增注册资本 贷款后经营良好 还款没问题 　2001年福布斯排行榜中国第二富杨斌案件 政治背景 沈阳慕马案 起诉意见也有个虚假出资罪，但是当时项目好好的，评估价值33亿 能说是虚假出资吗。被高层采纳了，抹掉了 　国洪起案中有个虚报注册资本罪，公司注册资本8个亿，为贷款增加了两个亿，查明是他老婆的资金，是从那8个亿转出来的。而客观上，当时公司账上有十几个亿，超过注册资本十亿，，哪来的虚报注册资本？司法机关用形式主义的思维把实的的东西弄虚了。　这几个最将来可能会去掉。涉黑犯罪   企业组织机构 和黑社会的组织严密 企业管理制度和黑社会行规   湖北黄石秀水集团柯善胜 “禁烟禁酒禁赌” 1、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 职务侵占罪 挪用资金罪     贪污罪：使用变相的手段贪污  企业改制、资产重组等复杂民事行为，如何界定贪污          　　　尹军案件： 旅游局借款5万元 十几年发展为潍坊大国企 庄稼地里富华酒店带起新城区 长城资产6亿元购资产包处置不成告逃废金融债务33亿，温家宝批示4.27专案  法院执行中国有资产处置 民营企业接收国资职工债务 重组上市 海外融资3000万美金 还债 经营良好 因为收购价和评估价差9700万元，定四高管贪污　　　（链接一期资产处置图 法院执行中拍卖 评估价1.5亿 两次流拍 1.06亿购买二期资产是企业破产中的拍卖  两期资产最后到富潍塑胶公司 NASDAQ 上市 富潍塑胶是公司高管和职工成立的民营公司  无职务便利：银行抵押资产处置 破产资产处置  无私人占有资产 资产在民营企业    挪用公款罪：南京 老先生 改制文件 完不成任务挪公款垫上  后还上  法律和文件的冲突     尹军 挪用4700万不成立  顾雏军挪用资金罪不成立民事成立3.9亿    职务侵占罪： 一不择手段职务侵占 挪用资金，另外是以此罪把对方推向犯罪     海南 双方私人投资  一方举报对方  抓起来  拿回资产  出来后 把对方以侵占搞进去  找中央领导  谁权大判对方   兄弟反目 夫妻反目   美女操盘手李爽 京贸国际公寓 孙旭 受贿罪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斡旋受贿罪  证监会王小石 商业贿赂 回扣 3、非法集资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无金融许可，向不特定公众　金融机构吸收存款 构成此罪吗  德隆体系里有22家金融机构参股或控股商业银行　民企融资问题  4、 金融诈骗罪  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 信用证诈骗罪 保险诈骗罪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虚假手段虚假承兑汇票、虚假担保、 虚假注册资本 贷了款用于经营经营很好 李立兵 。还上钱了就没有非法目的，还不上就是非法目的。客观归罪。    山东大国企 因经济纠纷被骗了几个亿 还不上贷款  银行谈判 前几年信用证有问题 控告你信用证诈骗     罪与非罪  死刑与自由  5、合同诈骗罪 签订合同失职被骗罪　企业间用虚假合同骗钱 这是立法背景 有必要性  但增加该罪后  很多情况下一旦有损失，正常的合同交易也被当做诈骗罪  滥用 。　北京公司买了吉林的矿 7000万元 发现矿的质量没有约定的指标 要退款 诉讼 不成  控告合同诈骗  　为了转嫁损失 也按合同诈骗控告 总政治部 军级干部  股权转让  第二天对方回来几千万元首付款，第三天就被抓走理由是合同诈骗 后来知道是对方毁约 怕3000万元违约金  刑事手段  　 6、虚报注册资本最 虚假出资 抽逃出资 　就像以前的流氓罪 口袋罪。别的罪成不了，就按这几个判判个羁押期没问题。这几个罪是悬在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可能掉下来。　李立兵 虚报注册资本罪 999急救中心创始人 因查红十字会某会长一案被抓，没事，就按虚报注册资本判  为贷款虚增注册资本 贷款后经营良好 还款没问题 　2001年福布斯排行榜中国第二富杨斌案件 政治背景 沈阳慕马案 起诉意见也有个虚假出资罪，但是当时项目好好的，评估价值33亿 能说是虚假出资吗。被高层采纳了，抹掉了 　国洪起案中有个虚报注册资本罪，公司注册资本8个亿，为贷款增加了两个亿，查明是他老婆的资金，是从那8个亿转出来的。而客观上，当时公司账上有十几个亿，超过注册资本十亿，，哪来的虚报注册资本？司法机关用形式主义的思维把实的的东西弄虚了。　这几个最将来可能会去掉。涉黑犯罪   企业组织机构 和黑社会的组织严密 企业管理制度和黑社会行规   湖北黄石秀水集团柯善胜 “禁烟禁酒禁赌” 



Major Crimes 
From 2002 to 2012 

0 10 20 30 40 50

Crimes of Tax Evasion

Crimes of illegal
Business Operations

Crimes of Smuggling

Crimes of Commercial
Bribery

Crimes of Fraud

系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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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familiar or careless with Chinese laws and 
 regulations(e.g. do routine job as previous post) 

  Poor compli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riminal laws 

  Spoiled by privilege for around 30 years(like tax  
 exemption) 

  Earning profit via loopholes in Chinese law 

 

3. Analysis on the Causes of Multinational          
  Executives’Crime 



4.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ultinational Executives’Crime 

  To strengthen compli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riminal law   

 To perfect daily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details including bilingual  contracts, ect.) 

  To polish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n-house 
counsels and external lawyers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公司高管犯罪预防---真正的企业家不会落马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发展的三十年，也是法制体系不断完善发展的三十年。立法永远落后于市场实践，尤其是在当前社会转型急剧动荡的换背景下，各种新型和复杂的经济行为层出不穷，现行的法律去有法可依是不可能的，而执法环境和司法环境的改变也需要长时间的过程。这都是现实。作为市场经济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公司高管们，如何在这样的现实下，在发展企业、创造财富的同时，预防和避免刑事犯罪风险？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不能苛求每一位公司高管企业家们都拥有扎实的法学教育背景和完备的法律知识，多数企业家也不具备张瑞敏柳传志任正非等企业领袖的素养。但是如下几点公司高管尤其是公司老板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    　　1、基本的法律素养不可或缺，遵守规则，“畏权”亦“畏法”  法律精神：法律精神或者法治意识为首要素养，企业家和企业高管要遵守认同公正、公平等市场规则，尊重法律，尊重司法权威。  法律智慧：运用法律规则指导、管理自己的企业，依法争取经济和社会利益，保护自己的企业合法权益  法律责任：不逃避应尽的法律责任和义务，积极补偿和救济对他人的侵害，积极履行法院的判决义务   权大还是法大 权利变化更替 违法犯罪的事实难改 法律相对稳定 对法律司法制度法律权威，心存敬畏服从之心 有权有钱有势也难以摆平2、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其运行有效，避免家长式管理  市场发展已过了初级阶段，埋个地雷端个调堡垒的游击投机策略已不适应，现在讲究经营战略企业规划；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法人治理结构 流于形式   个人权威或权力过于集中的管理模式必然导致失败甚至是犯罪风险。新立克集团  尹军老大思想    华为集团任正非1.5%股份    企业常青树 万向集团鲁冠球3、提升公司法务工作的权重，充分信任法律顾   国资委【2004】6号文，加强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  去年  国资委要求 央企副总任法律总顾问    现实中的公司法律顾问：松散型：给钱不多有事找你没事算完有官司你打事后救火     国外公司法律顾问紧密型  有事找我律师 老板敢这么说吗 前提是律师知道所有的事。死党又烦又离不开  预防加处理。把纠纷预防了律师还有用吗三万块钱也太多了。会用法律顾问 才是一个精明的经营者。    新力克改制方案 韩前进律师  4、律师加强刑事法律修养，避免自己陷入公司刑事纠纷      1、法律风险防控体系的建立和落实 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培训讲课      2、律师要加强职业修养，了解刑事纠纷常识。参与一些诉讼包括刑事诉讼，积累诉讼经验，诉讼风险意识和知识运用到日常的法律审查、项目方案中。     3、预防纠纷甚至是刑事陷阱 法律意见书 别当老板的枪杆子 



     
 5. Introduction on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Introduction on three major organs and    

 procedures: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s 

The People’s  
Courts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The People’s  
Courts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s 



The statutory time limit for 
custody 
 
  Be released on bail pending 

trial(exceptionally succeeded in 
felony) 
 



6.  Some important and practical tips 
 

 

   Company crime or  executives' crime   (collective 
or individual crime)? 

       Will ( Case of Rio Tinto, Case of Miss W, single 
penalty) 

        Benefit ( Case of IFAS, double penalty) 
 

 





 The jurisdiction : treatment of 
citizenship 

 The rights to be  translated(make sure 
requiring a translator)  

 To seek profesional help as soon as 
possible(when interrogated or put 
under custody) 

   To seek help from foreign consulate 
in  China (very workable)     

   Serve a sentence in China 
     
 



Q & A 
 



THANKS! 
 
   Contact Info: 
    Edward Huang of King&Capital 

Lawyers (Beijing)  at 
    edward.huang@king-capi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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