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伪朋友
只认利益不认人

违法建筑就得拆除。
随后，市国投公司牵头拆除违

法建筑。在拆除过程中，明江河以
搭建彩钢棚投入成本还未收回等理
由，拒绝拆除，组织分租户阻挠拆除
工作，并在网上发布不实言论，影响
恶劣。

滕凡此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多次劝明江河及时拆除。哪
料明江河顿时翻脸，要求滕凡赔偿
其损失，并多次表示资金紧张向其
借钱。迫于压力，滕凡最终借给了
他5万元。

为了拆除违搭彩钢棚，市国投
公司支出相关费用共计 50 余万
元。经评估，该宗土地出租造成国
家重大经济损失。

此外，滕凡还存在其他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今年1月21日，经南
充市委批准，南充市纪委监委对市
委巡察组巡察发现的滕凡有关问
题线索进行初核；4月23日，南充
市监委对滕凡采取留置措施；10月
22日，高坪区法院一审判处其有期
徒刑六年。

耿直朋友
为他拔刀相助

2000年左右，南充房地产市场开始
蓬勃发展。30出头的滕凡被组织委以重
任，出任南充顺达房地产公司（国有企
业）总经理。

这时，一个在南充从事建筑防水生
意、叫明江河（化名）的人进入了滕凡的
朋友圈。

交往初期，滕凡对明江河保持着警
惕，仅停留在偶尔聚聚。

两年后一个初冬的深夜，滕凡和明
江河在南充大北街吃烧烤。此时，滕凡
一位女性朋友的男朋友打来电话，两人
在电话中闹得极不愉快。在酒精的作用
下，滕凡与对方约定当晚在达州渠县见
面解决问题。

挂断电话后，滕凡开始犹豫：此时已
是深夜，而且南充距渠县有 100 多公
里。他将此事告诉了明江河。明江河很
会来事：“大哥的事就是我的事。”随即打
电话叫了十几人一起去渠县，给滕凡“扎
场子”。

事后，滕凡很是感激，觉得明江河讲
义气、耿直。两人开始打得火热，关系也
持续升温。滕凡很享受“小弟”围着自己
转、前呼后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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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晚，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从甘孜州新闻办获悉，截至7日
11时，金沙江“11·03”山体滑坡堰塞
湖坝前水位涨至2932.76米，距坝顶最
低凹槽处约33.55米，1小时水位上涨
0.26米，累计上涨39.42米，平均入库
流量 785 立方米/秒，每天新增库容
6782万立方米，蓄水量达到2.71亿立
方米。据悉，经专家慎重研判、商讨，
已初步确定堰塞湖排险方案，待报四
川、西藏两省区和应急管理部同意后，
甘孜州将坚决执行落实，组织好有关
力量，全力做好堰塞湖排险工作。

已累计转移9964人
灾情发生后，甘孜州高度重视，切

实按照国家应急管理部和省委、省政
府领导的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
动防汛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安排部署
群众转移、应急抢险、防灾减灾等工
作，积极应对险情。第一时间成立了
前线应急指挥部，设立现场处置、群众
疏散、专家勘察等13个工作组，统筹
各方推进处置工作。同时，与西藏昌
都市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共商处置重
大问题。

按照分期分批、科学有序的原则，
以投亲靠友、分散安置为主，甘孜州制
定了详细的分期转移安置方案和临时
过渡生活救助方案，转移安置受威胁
群众。截至 11月 6日，已累计转移
9964人，其中白玉县2548人，巴塘县
2320人，得荣县1086人，沿江施工企
业4010人，被转移群众得到妥善安
置。

自4日以来，应急管理部牵头，已

滕凡进监狱了，
是帮朋友把自己
“帮”进去的。

滕凡，南充市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原党委书记、总经理。10
月22日，南充市高坪区人
民法院一审判决，滕凡犯
受贿罪、贪污罪、国有公司
人员滥用职权罪，数罪并
罚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从国有企业老总到阶
下囚，滕凡的人生出现了
惊天逆转。11月2日，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来到南充市纪委监委，翻
开那厚厚的卷宗，眼前浮
现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
江湖人生。

11 月 7 日 ，恒 大 健 康
（HK.00708）公告称，由于贾跃亭强
行赶走恒大委派的出纳，阻止恒大财
务人员进场进行财务审查，造成恒大
无法掌握FF的财务状况，已对贾跃
亭提出仲裁全面反诉。据了解，根据
双方协议，恒大有权进行财务审查并
向FF委派出纳，但如果出纳七天不
签字即视为同意付款。同时，因合资

公司拒绝提供财务数据及相关文件，
时颖委任的合资公司董事向开曼群岛
大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命令合资
公司提供所有财务数据及相关文件。

对此，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贾
跃亭利用这一条款，赶走恒大出纳
后，意味着任何资金支付都可以在
七天后自动付款，从而做到一手包
揽资金使用权。“如果他要挪用资

金，大股东恐怕也无从防范，更何况
连最基本的财务审查权都已被强行
喊停。”

值得注意的是，一周前，贾跃亭
开始造势，自曝找到了新的投资者，签
约“顶级”投行Stifel。但资料显示，斯
迪富金融公司（Stifel Financial）只
是美国的中小型投行，公司市值约为
高盛集团1/22，2000年以前主要服
务于个人客户，目前主要服务对象
为个人客户及美国中小型公司。据
专业机构VAULT公布的《北美投行
TOP50》榜单显示，该公司排名垫
底。

强行赶走恒大出纳
拒绝审查 贾跃亭及FF被起诉

强行赶走恒大出纳拒绝审查
资本“高手”被双线起诉

在短短三个
多月的蜜月
期后，恒大
入股法拉第

未来（FF）一事出现重大变
局，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事在
网络快速发酵传播……11
月 7 日 下 午，恒大健康
（HK.00708）发布公告称，
对贾跃亭的违约行为提出全
面反诉，同时在开曼群岛大
法院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向
贾跃亭提起诉讼。

目前，恒大已向贾跃亭
及FF发起两项诉讼。公告
显示，贾跃亭强行赶走恒大
委派的出纳员，并强行阻止
恒大财务人员进场进行财务
审查，造成恒大无法知悉FF
的财务状况。至此，恒大在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起申
述，要求贾跃亭及合资公司
切实履行合作协议，同时在
开曼群岛大法院起诉。此消
息一发布，迅速登顶各大媒
体头条新闻。

每天新增库容6782万立方米

金沙江堰塞湖初步排险方案已定

时间倒回10月初，刚过完国庆
节，贾跃亭突然向恒大发难，在半年
耗尽恒大8亿美元后，在没达到合约
付款条件下，又向恒大提出再提前
支付 7亿美元，未达目的后提出仲
裁，要求剥夺恒大融资同意权以及
解除所有合作协议。

10月 25日晚间，接近FF的内
部人士表示，贾跃亭与恒大纠纷的
紧急仲裁结果公布，仲裁否决了贾
跃亭提出彻底剥夺恒大融资同意权

的申请，并否决了贾跃亭临时提出
要进一步剥夺恒大资产抵押权的新
申请。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恒大与FF
此前签订的协议，恒大向FF投资的
20亿美元是分三次投资的，第一笔8
亿美元资金，本应在2018年年底前
支付。也就是说，按照双方的约定，
这8亿美元应该可以使用一年。恒
大5月就提前支付完全部资金，然而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贾跃亭就宣告

弹尽粮绝。
事实上，为支持FF的运营发展，

恒大始终支持 FF 进行合理融资。
上述内部人士表示，今年FF曾提出
两笔债权融资，均获得恒大快速同
意并已完成。双方此前也曾初步探
讨过股权融资方案，恒大明确表态
支持一切合理的股权融资方案。然
而，贾跃亭从未向恒大提出具体的
股权融资方案。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即便贾
跃亭有了5亿美元的融资空间以维
持FF的暂时运转，但是他一次次用
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专门坑队友，恐
将再难寻到新的投资人。 雷朋

突然向恒大发难
资本“高手”再度信用扫地

南充市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
主任王霆分析：江湖义气作怪，必然给
工作带来灾难。滕凡领导下的国投公
司，存在“党的领导弱化，从严治党流
于形式；内控管理虚化，经营行为失范
失序；法纪意识淡化，违规违纪问题频
发”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的存在，带
坏了风气，带坏了队伍，损害了国有企
业的整体良好形象。

王霆说，滕凡案件，给了我们一个
十分深刻的警醒：党员干部如何正确
交友。

“待朋友，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
情。”这才是交友之道，既坚持原则、又
讲人情。“但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益友、
损友不分；做公事讲私情，结果乱了原
则，坏了规矩，破了法纪，落得难堪的
下场。”

滕凡就是这样的人，“他的朋友
多，他也热心帮朋友办事。但毫无原
则帮朋友，在给国家利益带来重大损
失的同时，也把自己‘帮’进了牢里。
前车之覆辙，后车之明鉴。”

赵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笑

案件警示
党员干部应正确交友

商人重利。在和滕凡交往的过
程中，明江河极为诡异，很少请滕凡
帮忙。殊不知他在放长线钓大鱼。

2013年，滕凡出任南充市国投
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这时的明江河，看中了市国投公司
名下的一块土地，他要狠赚一笔。

明江河有意识地请滕凡吃饭，
“滕哥，你们市国投的那块地，空着
也是空着，不如租给我搞农业开
发。”

最终，滕凡架不住哥们义气，擅
自决定以4万元/年远低于市场的
价格、将土地出租给明江河。

租到这块土地后，明江河并未
按照承诺搞农业开发，而是迅速违
法搭建了1万多平方米的彩钢棚，
出租谋利。

市国投公司相关人员给滕凡报
告：明江河在租用土地上违法搭
建，滕凡并没有制止。很快，彩钢棚
如雨后春笋般蔓延，最后竟然达到
近7万平米，严重破坏了周边生态
环境，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困难，引发
了社会广泛诟病。

诡异朋友
放长线钓大鱼

组织四川、西藏两省区有关方面视频调
度和专家会商11次，省工作组与州、县会
商也达10余次。期间，国家、省专家组和
州、县有关人员多次前往堰塞体现场踏
勘、现场研判，会商处置方案。

通气会透露，甘孜州将始终坚持生
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努力采取积极
措施，全力做好堰塞湖排险和群众避险
转移安置工作，保障基础设施和群众生
命安全。截至目前，州县民政部门已储
备帐篷2700余顶、被盖16508床、棉衣裤
3900件，全力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初步排险方案确定
据悉，6日晚7时，应急管理部黄明书

记组织召开视频调度会，应急管理部副
部长郑国光，前线指挥部负责同志，以及
国省专家参加了会议。会后，应急管理
部副部长郑国光又召集专家组和两省区
有关负责同志召开了专家会商会，经慎
重研判、商讨，已初步确定排险方案，待
报两省区和应急管理部同意后，甘孜州
将坚决执行落实，组织好有关力量，全力
做好堰塞湖排险工作。

记者从通气会上获悉，甘孜州已紧
急调运了10台挖掘机、4台装载机。其
中，已有4台挖掘机、3台装载机正在则巴
村采取边行进、边开路的方法，全力以赴
赶往江滩，余下机具也正在积极调运。
同时，甘孜州积极采取“人防+技防”相结
合的方式，继续加强雨情、水文、地质、地
震等监测，特别是加大对山体塌方区域
周边和堰塞湖坝体的监测，确保应急抢
险作业安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王祥龙 田雪皎

南充一国企老总
帮朋友把自己“帮”进监狱

抢险人员赶赴堰塞湖灾害现场。

应急抢险人员帮助群众搭帐篷。

铲雪保障救灾车辆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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