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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壳公司两个月开票700万
引起警方重视

今年 1 月初，龙泉市国家税务局在工作中发现，
龙泉市众磊酒店有限公司和龙泉市恩赐广告有限公
司所开的发票有异常情况，且涉及金额不小。于是
税务部门迅速将相关线索向龙泉警方进行通报。接
报后，龙泉市公安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
开展调查工作。

1 月 16 日，一男子以龙泉市众磊酒店有限公司
名义来到龙泉国税局领取空白发票时，被龙泉市公
安局介入调查。经警方讯问，该男子供述，是以领酬
金的形式替他人申领空白发票，并通过邮寄的方式
将领到的发票直接邮寄到广东省深圳市。

经过讯问和调查，侦查人员发现这两家公司在
去年 11 月份注册，短短两个月时间就开具了 700 多
万的发票。两家公司都是空壳公司为何会开具巨大
金额的发票数额？龙泉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
民警与国税部门联合走访注册地没有找到这家公
司。随后，警方通过查询公司的注册人、法人代表，
发现这个法人代表是温州人，办案民警立即赶到温
州，调查发现这个所谓的法人代表根本就没有注册
过这家公司，而他的身份证曾在去年遗失过。

一时间案件陷入困境，谜团重重。

深圳公交站的一次“偶遇”
揭开案件的关键

为了尽快把这事情搞清楚，1月17日，龙泉市公
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民警董浩然主动请缨，连夜
赶往广东省深圳市。

深圳，一个人口超千万的城市，对于民警董浩然
来说，要在这样茫茫人海中寻找细微的线索，无疑是
大海捞针。

但是案情就是命令，董浩然仅凭着一个电话号
码和银行账号，在深圳警方的配合下，在该市罗湖区
锁定了一个嫌疑对象，但是，这条线索也只是几段模
糊不清的监控视频而已。

监控不清晰，无法辨别嫌疑人，怎么办？民警董
浩然联合当地警方连续几天在监控区域附近排查，
希望能够碰到这个人。下足了功夫就会有收获，1月
20日，董浩然在经过一个叫太白路公交站台的时候，
看到站台上有一个人，监控视频里的人有几分相似，
机不可失，民警两人三步并作两步，迅速控制住该名
男子。在深圳的街头，办案民警与苦苦寻找的嫌疑
人就这样不期而遇了。经过简单问询，董浩然确定
该男子就是警方一直在寻找的嫌疑人邱某。

邱某，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人，警方在他随身携
带的两个包裹中查获了大量的空白发票、企业营业
执照、公章和身份证等物品。同时，警方也在他的手
机里发现了虚开发票的聊天信息。

根据邱某的供述，他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从全国
各地收集过来的空白发票存放到仓库，再把仓库里
已经开具好的发票取出，寄往全国各地。警方判断，
邱某所说的这个仓库很可能就是他们的犯罪窝点，
那么，这个窝点又在哪里呢？

通过走访排摸，董浩然把目光锁定在了深圳罗

湖区的一栋写字楼内的三楼。龙泉警方开展突击检
查，在该窝点内查获了电脑、大量的空白发票、企业
营业执照、公章和身份证等涉案物品。警方立即开
展审讯和仓库的搜查，确定幕后老板姓詹，但詹某已
经驱车离开深圳，逃往自己的饶平老家。

一个以广东饶平人詹某为核心，涉及全国多省
的特大虚开发票犯罪团伙渐渐浮出水面。

层级分明任务明确
100亿级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案告破

那么，这个见不得光的地下产业是如何运作的
呢？根据警方的调查，这个犯罪团伙内部人员分工
明确，有专门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注册空壳公司的，有
专门在各地申领空白发票的，也有专门在各地负责
接单的。

团伙内部也层级分明，最顶层的老板，是整个犯
罪团伙的核心，掌握着资金和发票的流向；第二个层
级是仓库，负责为老板运送和开具各地的票据。第
三个层级是二盘，是信息传递的纽带，主要向仓库传
递开票的信息；第四层级是票子，是分散在各地的业
务员，他们面向受票单位，把收集来的企业和个人的
开票信息，报送给二盘。

为了逃避打击，这四个层级的人员通常使用
QQ、微信等线上联络工具，互不见面，也不知道各自
的真实身份，他们通过这样的分工与合作，共同瓜分
虚开发票这个犯罪产业链上的非法所得。

在捣毁这个犯罪窝点后，紧接着，龙泉警方又组
织大量警力，联合税务部门，在查获的电脑和手机等
涉案物品中提取海量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研判。
用了将近半个月时间，从 10 万多条信息中终于整理
出案件的核心信息：从 2014 年开始，短短数年时间，
这个犯罪团伙通过虚开发票，给全国 20 多个省、区
（直辖市）几千家公司提供虚开发票工作，价值100亿
级。线索摸清后，警方开展收网行动。

今年3月，根据线索，董浩然和同事们连续作战，
在杭州临安抓获了该犯罪团伙成员之一的李某。今
年4月，詹某在汕头市被龙泉警方抓捕归案。

詹某是直接做终端客户，负责往下找全国各地
的客户，网上推广，他们需要发票的话就是找我谈这
样子。詹某上面还有一个二盘手，就是专门收集我
给的资料，然后二盘手上面还有个仓库，就是专门拿
票的仓库，然后仓库后面才是那些主谋。

李某和詹某又是如何开始虚开发票这个犯罪活
动的呢？

李某交代 2015 年他在浏览网页的时候，看到一
些招聘兼职，他只是说帮忙代开发票，帮别人出差报
销，这样子。

在2016年的下半年开始詹某从事这个虚开发票
这个行业。在从事虚开发票的犯罪活动中，李某和
詹某抱着侥幸心理，一步一步越陷越深。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今年 4 月，董浩然和
他的战友们又在广东深圳破获了另外一个制售假票
据的犯罪团伙，至此这件公安部督办的特大虚开增
值税案件成功告破。

据法制网

浙江警方破获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案
开票金额逾百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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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1 日，记者从山西省公安厅
获悉，日前忻州市警方打掉一个特大电
信网络诈骗团伙，一举破获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1600多起。

去年 3 月，警方接到当地居民报案
称，其在网上购买抢红包软件时被骗
6800 多元。接到报案后，警方摸查发
现，涉案资金通过在北京、重庆等地注
册的 60 余个企业支付宝账户转移至犯
罪嫌疑人林某恒使用的支付宝，并在广
州取款。同时，其他涉案资金通过户名
为谢某明的支付宝账户转移。

随后一年时间里，警方查询涉案账
户 2000 多个，一个以林某合为首、以网
上出售虚拟游戏外挂软件为名实施诈
骗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其间，林某
合、林某恒等6人先后落网。

经查，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6 月，
林某合雇佣谢某明购买企业支付宝账
号和虚拟游戏外挂软件实施诈骗，并雇
佣林某恒等人转移、提取诈骗资金，涉
及全国 30 个省份，涉案资金 300 余万
元。

山西打掉一特大电信诈骗团伙

涉30个省份300余万元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12月10
日一审判决一起合同诈骗、信用证诈骗
案，判处被告单位德正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罚金人民币30.12亿元，判处被告人陈基
鸿有期徒刑2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20万
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陈基鸿于
2004年9月注册成立德正资源控股有限
公司，并以该公司为基础，先后实际控制
经营60余家境内外公司。2012年11月
至2014年5月，在“德正系公司”明显不具
备还款及履行合同能力的情况下，为持续
获取资金，按照陈基鸿指使、授意，被告人
江平、杨悦、陈旭军、刘先洲、袁妮、王文
宏、黄义发采取重复编排货物信息、私刻
印章等手段共同伪造青岛港（集团）有限
公司大港分公司、烟台港集团蓬莱港有限
公司氧化铝、铝锭、电解铜仓单、转货证明
等货权凭证，并使用伪造的货权凭证欺骗
在国际上具有较高信誉的仓储监管公司

出具监管仓单，或者通过贿赂被告人张家
春、薛键出具内容虚假或超出库存数量的
仓单、核库确认书等证明文件，并利用上
述虚假的仓单或证明文件，以“德正系公
司”名义与大量国内外公司签订销售、回
购合同，或欺骗其他公司为“德正系公司”
提供担保等方式，骗取多家公司资金共计
123亿余元（其中2.7亿余元未遂）。

此外，“德正系公司”还通过重复质押
或将上述伪造货权凭证质押于银行等方
式，骗取13家银行贷款、信用证、承兑汇
票，共计36亿余元。上述资金大部分用
于归还银行借款、利息和其他到期债务。

法院分别判处其他被告人江平、杨
悦、陈旭军、刘先洲、袁妮、张家春、薛键、
王文宏、黄义发10年至3年不等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宣判后，被告单位德正资源控股有限
公司、被告人陈基鸿等人当庭均表示不上
诉。

判处被告单位罚金30.12亿元

辽宁省大连市长兴岛经济区以李
金明为首的恶势力团伙，持续围海造
坝，破坏国家海洋生态环境。长兴岛人
民法院近日以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
罪，一审判处李金明有期徒刑 5 年 6 个
月，其余12人也均被定罪量刑。

经审理查明，自 2012 年 4 月以来，
李金明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在未取得
长兴岛经济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前哨
村海域的使用权或经营权、未获得国家
相关部门批准，且在涉案海域与他人发
生争议的情况下，纠集李某某等人员强
行实施围海造坝，修建海参圈，强行任
意占用涉案海域长达 6 年之久。在围
海造坝期间，李金明等人以寻衅滋事、
妨害公务等暴力手段强行施工，抢夺海
域，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形成了恶势力
团伙。

在去年 5 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办这起违法围海造坝、破坏国家海洋

生态环境案件过程中，李金明在相关部
门明令禁止的情况下，仍继续围海造
坝，顶风作案，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去年10月12日，李金明纠集同伙，
采取威胁、恐吓、辱骂、殴打等手段，将
正在其违法修建的坝外海域清理地笼
子的人员控制住，将他们及作业用的排
子强行拖至堤坝岸边，并将人带入铁皮
房内，拘禁至当晚 21 时许。此前，该团
伙曾多次以暴力手段驱赶海监执法人
员，强行造坝施工，并造成执法车辆损
坏。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金明的行为已
经构成寻衅滋事罪和非法拘禁罪，且存
在妨碍公务的违法行为，对其实施数罪
并罚，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6 个月。其余
12 名被告人也构成寻衅滋事罪或非法
拘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至拘役
3个月不等的刑罚。

本报综合报道

山东判决一起合同诈骗、信用证诈骗案

辽宁打掉一破坏国家海洋生态环境恶势力团伙

13人被判刑

通过空壳公司领
取发票，然后以“返点”
形式销售给全国千余
家企业抵扣税款。通
过半年的缜密侦查，辗
转大半个中国，浙江省
丽水市龙泉市警方日
前一举打掉两个犯罪
团伙，捣毁4个窝点，破
获涉及全国20多个省、
区（直辖市）的“1·16”特
大虚开增值税发票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
总 开 票 金 额 逾 100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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