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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小哥来举报
名下忽然多了26家公司

据介绍，今年 5 月，深圳一名 90 后快递
小哥向深圳市市场稽查局举报称，其在今年
3 月遗失了身份证，后立即报警挂失并补
办。然而，一个半月后，从未经商的他发现
自己名下突然有了 26 家公司，且分布在深
圳不同区域，他分别在这些企业中担任了股
东、法定代表人等职务。

接到举报后，深圳市市场稽查局立即展
开调查。通过对举报人所述 26 家企业的调
查，执法人员锁定了嫌疑人赵某。经过缜密
部署，深圳市市场稽查局联合公安机关，于
7 月 7 日晚 9 时在龙华某城中村将赵某抓捕
归案。随后在赵某家中搜出了身份证、数字
证书等证据，其中部分证据指向罗湖某工业
区一栋厂房一楼。经联合询问，赵某承认，
上述 26 家企业均是她经手办理的，同时供
述了幕后老板的大致位置。

7 月 8 日，在对赵某供述的大致位置进
行暗中走访后，深圳市市场稽查局办案人员
立即与公安部门商议抓捕计划。经过 3 天
的深入追查，在罗湖、盐田等几条城中村对
幕后老板布控后，执法人员于 7 月 10 日 16
时 30 分在位于罗湖某地铁口的涉案窝点内
抓获犯罪嫌疑人。

嫌疑人均为90后
作案手法专业

据介绍，本案全部嫌疑人均为 90 后，部
分人员具有计算机专业知识背景，且反侦察
意识极强，违法活动链条长、内部组织架构
层级多，所有业务均通过隐蔽方式进行对
接，前期调查证据指向的 5 个地址均为虚假
地址，他们实际经营场所藏身于某居民楼 9
楼，办案人员在执法现场还搜出了《增值税
专用发票虚开的判定与预防》等教材。

因虚假登记的企业极易被用于从事违
法犯罪活动，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扰乱
市场经营秩序，深圳市对此进行了严厉打
击。深圳市市场稽查局专门成立虚假登记
专案组，联合多个部门，经过一个多月的追
踪调查，已查实涉案人员 60 多名，涉嫌虚假
登记的企业上千家，经嫌疑人供述，这些虚
假登记的企业主要涉嫌用于从事虚开增值
税发票、诈骗和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表示，本案的
成功破获，揭开了虚假登记灰色利益链条，
极大地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对进一步深入
推动商事登记改革，优化事中事后监管，营
造良好营商环境，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等都具
有重要意义。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提
醒市民，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切勿
随便交与他人。否则，将可能无辜承担法律
风险及信用污点。

据《南方日报》

7 月 13 日上午，山
西晋城市程幼泽“高调
出狱”案在山西省阳城
县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包括程幼泽在内的14名
被告人均因聚众扰乱社
会秩序罪获刑。

其中，程幼泽因犯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法
院将其犯故意伤害罪、
非法买卖爆炸物罪、非
法拘禁罪没有执行完毕
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6年。此外，此
案的其余13名被告人被
分别判处 4 年半至 1 年
的有期徒刑。

“高调出狱”案宣判

■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获刑，合并执行刑期6年
■律师表示将上诉作无罪辩护

快递小哥举报

广东深圳
破获全国首宗重大虚假登记企业案

记者 7 月 13 日从广东省深圳
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获悉，7 月 10
日，深圳市市场稽查局破获了一起
重大冒用公民身份虚假登记企业
的案件，现场查获了涉嫌虚假登记
的营业执照55份、涉嫌非法倒卖的
居民身份证14张，以及大量的银行
卡、网银盾、数字证书、公章、房屋
租赁凭证、股权转让协议和巨额增
值税发票等，现场9 人被公安部门
带走。根据追踪调查，该案已查实
涉案人员60多名，涉嫌虚假登记的
企业上千家。据介绍，该案为全国
首宗重大虚假登记企业案。

■现场
判决书太长宣读一小时

13日8时30分，此案在阳城
县法院公开开庭一审并当庭判
决。14名被告人在法警的押送下
入庭，有人面色平静，有人在旁听
席上见到家属后点头致意。与去
年12月公开审理时相比，程幼泽
的变化不大，一直面无表情地听
法官宣判。

由于此前已开庭审理，此次
开庭没有再让公诉方和被告人发
言，直接进入法院判决部分。宣
布开庭后，主审法官直接宣读了
判决书。

由于涉案人员多、判决书内
容多，一小时后才宣读完毕。宣
判完毕后，有几位被告人家属在
被告人被押离法庭时，轻声呼唤
被告人姓名。

之后，有几位被告人的辩护
律师表示，与被告人家属商议后，
很可能继续上诉。程幼泽的妻子
和姐姐听完宣判后表示，5年的判
决太重了。

辩护律师朱孝顶在会见程幼
泽后表示，程幼泽仍坚定认为“自
己无罪，将上诉到底”。

据《新京报》

■新闻背景
“高调出狱”视频网上传播

2016年5月23日，在山西晋
城监狱服刑的程幼泽刑满释放，
上百名社会闲杂人员列队放鞭炮
迎接，当天黑衣男子列队、鞭炮迎
接、摆宴聚餐的“高调出狱”视频

流传到网络上，致使程幼泽被当
作当地“黑老大”而引起非议。

随即，晋城市于5月27日召
开“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再动
员、再部署会议”，通报晋城市公
安局专案组于5月26日，以涉嫌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依法将程

幼泽刑拘。6月10日，山西省公安
厅发布信息，确认程幼泽已于6月
8日被“依法批捕”。同日，晋城中
院对其减刑作出裁定，撤销之前
减刑。据公开报道显示，“高调出
狱”事发前，程幼泽曾3次入狱。

“高调出狱”案
涉及14名被告人

2016年12月14日，案件在阳城县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由于“高调出狱”
案情复杂、涉及14名被告人，相关证人
多达323人，原计划3天审完的案子一
直到18日下午才审理完毕。

当日上午，此案在阳城县法院公
开开庭一审并当庭判决。公诉机关认
为，程幼泽等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
节严重，致使国家机关工作无法进行，
造成严重损失，应以聚众扰乱社会秩
序罪追究刑责。

据一审判决书显示，阳城县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称，被告人程幼泽于
2016年5月多次通过晋城监狱狱警王
某传递消息、使用王某的电话联系、违
规安排会见等方式，与该案另外几名
被告人商量，让多找人和好车，为其组
织出狱迎接仪式。

公诉机关称，迎接程幼泽出狱的
人员和车辆在晋城监狱附近长时间聚
集，之后大量鞭炮、礼花炮摆放和长时
间燃放等行为，导致监狱附近秩序混
乱，严重干扰了监狱及周边医院、学校
等单位和居民的正常工作秩序等。之
后，相关视频在网上被大量转发，引起
强烈的社会影响。

程幼泽坚称
“自己无罪，将上诉到底”
程幼泽的辩护律师朱孝顶称，被

告人程幼泽等14人在主观上没有扰乱
社会秩序等故意，也未实施聚众扰乱
社会秩序的客观行为，未出现“严重损
失”的构成后果，其中网络舆情造成的
影响不是本案的犯罪构成，因此公诉
机关指控程幼泽所犯罪名无法成立。

阳城县法院经审理认为，程幼泽
等人事先对迎接程幼泽出狱进行有组
织的谋划商议，当日的出狱迎接行为
引发群众围观，致使晋城监狱相关工
作无法正常进行，给晋城监狱造成了
无法精确计算的严重损失；传递给围
观群众和社会公众的是对法律的蔑视
与对抗，给社会带来恐慌和不安，其行
为性质恶劣、影响严重，使安定的社会
秩序遭受质疑，使公民的法治信仰遭
到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之后，“山西
晋城程幼泽高调出狱事件”的相关消
息、视频迅即被微信等互联网平台大
量转发，引起强烈关注，负面影响加
深，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冲击，损害了社
会正义，加重了社会利益方面无形的
严重损失。

阳城县法院认为，各被告人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的上述行为属于情节严
重，均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系共
同犯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法
院予以支持。

阳城县法院据此以聚众扰乱社会
秩序罪判处程幼泽有期徒刑5年；与其
犯故意伤害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非
法拘禁罪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此外，此案的
其余13名被告人也均以聚众扰乱社会
秩序罪，被分别判处4年6个月至1年
的有期徒刑。

宣判结束后程幼泽仍坚定认为
“自己无罪，将上诉到底”。朱孝顶认
为，“高调出狱”有碍观瞻但绝不构成
犯罪，他将继续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

焦点1
是否有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行为？

公诉机关指控，程幼
泽和另 13 名被告人的行
为，导致了监狱附近秩序
混乱，严重干扰监狱的正
常工作。

辩 护 律 师 朱 孝 顶 认
为，程幼泽“高调出狱事件
确实造成了十分不良的社
会影响，程幼泽等人应当
承担一定责任，但追究责
任应当严格遵守罪刑法定
原则，区分罪与非罪的界
限”。

阳城县法院认为，该
案迎接人员聚集地点为庄
严的国家机关晋城监狱，
大量人员和车辆在晋城监
狱长时间聚集的行为，致
使晋城监狱工作人员不得
不请求增派武警警力加强
警戒防止安全事故发生，并
且不得不延迟包括程幼泽
在内的部分减刑人员的释
放时间；致使监狱“劳务加
工推进会”多次中断，部分
会议目的未能达成；其他有
关工作人员也为此不得不
停下本职工作来处理和应
对所出现的反常状况，造
成了晋城监狱的有关工作
无法正常进行。

焦点2
“高调出狱”
是否造成严重损失？
公诉机关指控，迎接程幼泽出

狱的行为，导致监狱附近秩序混乱，
严重干扰了监狱及周边医院、学校
等单位和居民的正常工作秩序等。
相关视频在网上被大量转发，引起
强烈的社会影响。

程幼泽辩护律师朱孝顶认为，
迎接活动并未造成任何物质损失，
也并未造成任何智力成果、社会利
益和政治利益的损失。

法院认为，“严重损失”既包括

直接经济损失，也包括间接经济损
失，还包括无形的社会利益损失。
监狱机关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
监狱机关的威严和秩序代表了国家
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此迎接活动的
阵势及规模明显不是一般意义的迎
接，超出正常表达的限度，显然具有
挑衅、示威、炫耀的性质，与社会正
义和法治精神背道而驰。一方面否
定了监狱的教育改造功能，一方面
损害监狱机关在社会民众中的形
象，直接侵犯国家的司法权威和法
律尊严。

焦点3
网络影响
是否为犯罪构成？
公诉机关指控，迎接程幼泽出

狱的相关视频迅即被微信、互联网
等媒体大量转发，引起了强烈的社
会反响。

程幼泽辩护律师朱孝顶认为，
到目前为止，未有任何法律法规或
司法解释将网络舆情作为本罪的构
成要件。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是实
害犯，而非危险犯，应依据行为人的
主观意图、实行行为造成的具体危
害结果对其定罪量刑。因此，这种
负面的网络影响不应作为程幼泽等
人是否构成本罪的考虑因素。该案
部分辩护人也提出，如果没有上网
传播，没有网民的高点击率，就不会

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法院认为，迎接程幼泽出狱的

相关视频被微信等互联网平台转载
后，受众覆盖面极广，负面影响极
深，冲击了法治制度，造成了无法精
确计算的社会利益的重大损失。恶
劣的社会影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一个事件对于社会究竟是良性的影
响还是恶劣的影响，取决于事件本
身的性质及其恶劣程度，并不取决
于传播主体和传播手段，本案各被
告人的行为扰乱了监狱管理机关的
秩序，挫伤了人们内心对司法权威
和社会法治的信仰，行为本身性质
恶劣，影响严重。网络使恶劣事件
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影响范围迅
即扩大，但无论是何种影响，总是由
行为本身造成。

牵出大案

程幼泽一审被判5年

77月月1313日日，，庭审结束后庭审结束后，，程幼泽的辩护律师朱孝顶手拿判决书表示程幼泽的辩护律师朱孝顶手拿判决书表示，，他他
将上诉作无罪辩护将上诉作无罪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