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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记者 袁全）近期，一项由 70
名中国健康领域专家参与的
研究公布了未来20年20个可
预防的重大疾病和健康问题。

这 20 项可预防重大疾病
和健康问题依次为：糖尿病、
高血压、冠心病或心肌梗死、
空气污染、肺癌、卒中、吸烟、病
毒性肝炎、水污染、艾滋病、新
发突发传染病、肝癌、阿尔兹海
默症、不健康饮食、抑郁症、道
路交通伤害、食用农药、激素及
抗生素等残留物、肥胖、乳腺癌
和肺结核。

其中，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共有 9 项。而导致慢性病发
生的风险因素，如吸烟，不健
康饮食（高盐、高脂、少蔬菜水
果等）和环境污染等也包括在
内，且排名靠前。

研究近期以封面文章形式
在美国公共卫生杂志发表，北
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和
临床研究所武阳丰教授是该文
章的第一作者。

武阳丰说，评选结果是由

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
70 名健康领域专家经过一年
两轮评审后确定下来的。他
们分别来自公共卫生、临床医
学和基础研究等领域，平均年
龄 64 岁，且从事相关领域的
工作或研究至少有15年。

研究人员向专家提供106
项备选疾病和健康问题，并允
许专家根据各自的知识、经验
可再增加五个没有列入名单
的疾病或问题。之后，每名专
家需要从中选出 20 项，并依
据重要性和可预防性两方面
来进行排序。经过两轮的评
审讨论，专家达成一致。

“从评选结果可以看出专
家们在做出选择和建议时更
加重视预防，更加重视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武阳丰说。专
家们在评选中很可能还考虑
了疾病和健康问题的其他特
征，如疾病罹患人数、未来是
否变得更重要，以及一些疾病
的个人主观判断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面临
的重大健康问题发生了根本性

改变。目前慢性病发病率呈上升
趋势，其致死率已居全国总死亡
率之首。武阳丰认为，该项研究
可为国家制定医疗卫生和预防
疾病等政策时提供依据。

研究人员还比较了国家卫
生部门的统计数据，发现这20
项可预防重大疾病和健康问题
中所包含的疾病导致的死亡率
占总死亡的61%，这表明专家意
见与客观数据大致相符。

研究发表后，得到了国际
同行的高度认可。健康政策与
管理方面的国际著名学者、美
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
生学院的乔纳森·菲尔丁教授
指出，确定国家在改善健康和
预防疾病方面的优先选项是十
分重要的。他认为这是一项创
新性的研究，突出了专家意见
的重要性，弥补了制定卫生政
策时仅仅依赖统计数据的不
足。

“研究结果有助于国家设立
优先研究领域，同时，面临相似
挑战的国家间也可建立合作。”
他说。

新华社上海1月11日电
卖画卖房卖公司卖股权……
每逢岁末，A股都会迎来一波
上市公司卖资产的热潮。调
节利润或保壳，成为“卖卖卖”
的主要动机。形形色色的突
击交易，粉饰了上市公司的业
绩报表，却也扭曲了市场的估
值体系，损害了新陈代谢功能
的发挥。

一笔“流产”的“卖画”交
易，突击售资产添新“选项”

2018 年 12 月 15 日，发生
在湖南的一笔艺术品交易引
来市场议论纷纷。

几大因素叠加，注定了这
笔交易的不同寻常。作为交
易标的的徐悲鸿大师布面油
画《愚公移山》，曾现身当年6
月举行的一次拍卖会，因最高
举牌价 1.89 亿元未达最低成
交价1.9亿元而流拍。仅仅半
年后，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旗下子公司拟将其出售
给 湖 南 广 播 电 视 台 ，作 价
2.088亿元。

作为此次交易的卖方，电
广传媒 2017 年度亏损 4.64 亿
元，2018年前三季度亏损1.35
亿元。这意味着若交易顺利
达成，电广传媒将成功避免连
续两年亏损的厄运。

这笔交易旋即引起监管
层关注。两天后，深圳证券交易
所向电广传媒发出问询函，要
求其对此次交易的必要性、与
关联方而非独立市场第三方交
易的原因，以及出售资产对上
市公司的影响进行补充说明。

2018 年 12 月 21 日，电广
传媒发布公告回应称，艺术品
经营一直是公司主营业务之
一，向湖南广播电视台出售

《愚公移山》“程序合法合规、
交易作价客观公允”，且“符合
公司和广大股东的根本利
益”。但公告同时宣布，为“从
根本上避免曲解与猜测”，交
易双方审慎协商后决定终止
此次交易。

这笔交易以“流产”告终，

但为上市公司年末突击出售
资产添上了“卖画”这一新“选
项”。

卖房卖公司卖股权，上市
公司使出“浑身解数”

如果把“卖画”比作一出
新戏，卖房卖公司卖股权则是
不少上市公司调节利润或保
壳的“保留节目”。

进入2018年四季度后，数
十家公司不约而同地选择“卖
房过年”。其中，中迪投资房产
交易完成后可产生约743万元
税前收益，“恰好”可以对冲
2018年前三季度630多万元的
亏损。

中迪投资的卖房举动受
到交易所关注。深交所 2018
年 11 月 13 日发函，要求上市
公司说明交易作价的公允性
和合理性，补充披露交易对方
实际控制人情况以及是否具
备足够履约能力等。鉴于此
次房产出售可能对上市公司
2018年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交易所还要求中迪投资具体
说明其交易背景、目的、商业
实质和必要性。

年底将近，2017年亏损的
罗普斯金完成旗下两家子公
司全部股权的转让工商手续，
受让方赶在 2018 年末最后一
天 支 付 了 3 亿 元 股 权 转 让
款。由于上述交易涉及重大
关联交易，深交所于 2018 年
12月12日向罗普斯金发出关
注函，要求结合交易对手财务
状况、资金来源等说明其履约
能力，转让款收回风险以及公
司拟采取的收款保障举措，并
说明交易价格的公允性等。

除了卖公司和股权，一些
公司选择卖出手中持有的其
他公司股票，金融股成为重点
抛售对象。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
学家杨德龙分析认为，在实体
经济较为疲弱的背景下，部分
上市公司或为缓解资金压力，
或为调节利润、保壳而纷纷变
卖资产和股票。金融股特别是

银行股流动性好、易变现，因此
成为减持主要标的。

“卖卖卖”进入监管视野，
突击交易何时不再成“闹剧”？

每逢年末的“卖卖卖”，其
本质是突击交易行为，即上
市公司在经营业绩不理想，
甚至可能出现亏损的情况
下，通过临时性构造缺乏交
易背景和商业实质的交易，
实现账面利润的扭亏为盈或
大幅增长。

亿信伟业基金首席顾问
江明德分析认为，以规避“披
星戴帽”等资本市场风险揭示
制度安排为目的的突击交易
行为，通过粉饰财务数据掩盖
了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中可能
出现的风险和危机，也扭曲了
市场正常的估值体系。丧失
经营能力的上市公司不能及
时“出清”，则有损于市场新陈
代谢功能的正常发挥。

值得注意的是，形形色色
的突击交易早已被监管机构
纳入视野。证监会此前曾表
示，将强化对上市公司年末突
击进行利润调节行为的监管
力度，交易所的主要监管举措
则包括了分类预判、持续问
询、督促中介、联动监管、培训
服务等。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日前
透露，2018 年年中以来，已对
*ST罗顿、太化股份等20余家
公司采取了发函、约谈等监管
措施，部分公司从保护投资者
利益的角度修改了交易条款。
对于通过突击交易实现盈利的
壳公司、僵尸企业，今后交易所
将继续优化财务类退市指标，
加大退市力度，对存在重大疑
点的公司则将提请核查。

此外，业内专家提示投资
者，通过实质性重组、改善原
有业务或新增盈利点实现扭
亏为盈的上市公司，会计指标
持续改善的可能性较高。对
那些借助非经常收益令业绩
报表变得“好看”的投资标的，
则应理性分析、适当规避。

红通首犯杨秀珠追逃细节公开
比警匪电影更真实震撼，比纪录片更曲折刺激，继《作风建设永远

在路上》《永远在路上》《打铁还需自身硬》《巡视利剑》之后，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再度联袂，五集大型电视专题片

《红色通缉》重磅来袭。

10日晚8点，《红色通缉》第一集《引领》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百

名红通”头号通缉对象杨秀珠、在新西兰化身当地富商的闫永明、建国

以来最大的银行资金盗用案主谋许超凡共同出镜。

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2016年
11月16日回国投案自首，潜逃海外13年，
是第37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2014年，身在荷兰的杨秀珠处境发生了
变化。荷兰警方将她拘捕，送到了位于荷兰
北部格罗宁根市的一处移民收容所。当时，
正是由于中国加大力度进行推动，荷兰已经
作出遣返的决定。就在遣返令下达前夕，杨
秀珠铤而走险，在关系人的帮助下从收容所
出逃。她持假护照，先到法国，再到意大利，
再到加拿大，最终目的地是美国。

但当时中国已经向美国通报，并提供

了杨秀珠相关犯罪证据，开展司法合作。
美方进行调查后，在长岛将她拘捕。两国
经过磋商，美方同意立即遣返。杨秀珠已
经被送上遣返航班，中方已经作好了接机
的准备，但就在此时，出现了意外。

7 月份，对杨秀珠进行第一次强制遣
返，在这个过程当中，杨秀珠强烈反抗，
用头撞墙。不过，杨秀珠在美国待了四十
多天，就被美方逮捕。直到2016年11月，
她投案自首回到中国，经审判被判处有期
徒刑8年，追缴贪污、受贿所得人民币2640
万元。

2016年11月12日，潜逃海外15年之久
的吉林通化金马药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闫
永明回国投案自首，是第36名归案的“百名
红通人员”。

2001年11月，闫永明化名“刘阳”潜逃，
先是前往澳大利亚，随后以虚假身份取得
新西兰国籍。拥有了合法身份让他感觉很
安全，在新西兰生活堪称高调。

2005 年中国就与新西兰开展司法合
作，提供了闫永明以虚假身份入籍新西兰
的证据，请求进行非法移民遣返，但诉讼
持续到2012年，当地法院判决闫永明的新
西兰身份有效。中方提供证据证明闫永明
带到新西兰的大笔资金是违法所得，推动
新西兰以洗钱罪起诉闫永明。中方扎实的

证据得到了认可，2014年，新西兰警方向
法院申请，向闫永明发出了全球资产冻结
令。

2015 年，新西兰方面正式起诉闫永明
涉嫌洗钱罪。最终判决闫永明洗钱罪成
立，他的资产被全部没收，并缴纳巨额罚
金，折合人民币总共两个多亿，其中 1.3 亿
赃款被返还中国。加上此前通过不同方式
缴纳的违法所得和罚金，中国共计追回赃
款人民币2.82亿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工作人
员周雷表示，闫永明案创造了很多新的模
式，包括人赃俱获，罪罚兼备，以及对闫永
明赃款和罚金的分享模式、闫永明在中新
两国都接受审判接受处罚等。

2018年7月11日，外逃美国17年的中
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被强
制遣返回国。

许超凡2001年10月外逃。当时和他一同
外逃的，还有接任他的两任行长：余振东和许
国俊。三任行长相互勾结掩护，贪污挪用4.85
亿美元，许超凡是三人中的主犯。

他们出逃美国一周后，发现资金全部
被冻结。这是因为 2001 年 3 月，中国与美
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正式生效。这是
中美有史以来第一个司法合作协定，开平
支行案也就此成为协定生效后两国执法合
作第一案。美国司法部在全国发出通缉
令，在许超凡逃亡三年后，2004年10月终于
在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小镇将他拘捕。

三人中，余振东罪行较轻，他首先就承

认了自己犯罪的事实，接受遣返中国的要
求。2009年5月，拉斯维加斯联邦法院一审
判决许超凡入狱 25 年，许国俊入狱 22 年，
两人的妻子也都判入狱8年。许超凡提出
上诉希望减少刑期，但终审结果仍然维持
原判。

2014 年，中方会同美方前往监狱和许
超凡面对面，再次告知他在美国服完刑也
还要面对中国法律的惩处。2015年9月，他
的妻子邝婉芳在美国服刑期满后，立即被
强制遣返回中国。2016 年，他通过律师表
示希望再次和中方工作组见面，有意接受
遣返。“就是说有点后悔了，为什么不早一
点走余振东这样的一条路呢？”许超凡说。
2018年7月，许超凡最终回国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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