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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團夥虛開近千億發票
收購
「僵屍」
企業騙退稅 五省市警方聯手剷除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昨日從中國公安部獲悉，
近日，公安部組織指揮上海、天津、廣東、遼寧、河北 5 省市公
安機關，在當地稅務部門配合下，對 25 個虛開增值稅發票職業
犯罪團夥進行統一收網、集中打擊，共抓獲 304 名疑犯，搗毀虛
開發票窩點 53 個，初步統計涉案金額近千億元人民幣。

據了解，犯罪團夥採用低價收購
「僵屍」公司、僱用他人領取發

票後將公司高價倒賣等手段虛開增值
稅發票，嚴重危害了稅收徵管秩序。
這也是近年來公安機關破獲的涉案嫌
疑人最多、犯罪鏈條最長、涉案金額
最大的涉稅犯罪案件。

開票量大 犯罪鏈條長
今年 6 月，上海、廣東、深圳等地
公安機關發現，大量長期處於「非正
常」狀態的企業突然「復活」，並大
肆向外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警方經
過縝密偵查，查明了一個由 25 個職業
化犯罪團夥組成、跨多個地區的虛開
增值稅發票犯罪網絡。
公安機關偵查發現，今年 2 月以
來，以犯罪嫌疑人楊某、陳某為首的
2 個犯罪團夥，分別在上海、深圳等
地低價收購「僵屍」公司，並僱用他

人領取發票後將公司高價倒賣，短時
間內即倒賣公司 2,600 餘家。以疑犯
付某某、張某某、詹某、謝某、劉某
等人為首的多個虛開、洗票團夥，在
天津、上海、廣東、河北、遼寧、浙
江等多個省市實施虛開，開票量巨
大、犯罪鏈條長、隱秘程度高，嚴重
危害了稅收徵管秩序。
鑒於案情重大，近日，公安部統一
指揮上海、天津、廣東、遼寧、河北
五地公安機關開展集中收網行動，一
舉破獲全案。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
偵辦中。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表示，內地公安
機關將與稅務等部門密切配合，依法
嚴厲打擊「假企業」虛開發票和「假
出口」騙取退稅等涉稅違法犯罪，堅
決將違法犯罪分子繩之以法，切實維
護國家稅收秩序和稅收安全，努力營
造公平穩定的營商環境。

■ 警方一舉打掉一個由 25
個職業化犯罪團夥組成、跨
個職業化犯罪團夥組成、
多個地區的虛開增值稅發票
犯罪網絡。
犯罪網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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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雲港論壇」為「帶路」建設探安保
駐，合作雙方建立聯合工作組或警務聯絡
中心，雙方執法人員實現全天候無縫對接
等。
針對目前高發的渝新歐班列（重慶—新
疆—歐洲）盜竊問題，劉躍進特別建議明
年在沿線開展一次聯合打擊行動。
據介紹，此屆論壇將圍繞連新亞、連新
歐班列和中哈物流園、上海合作組織物流
園等重大國際物流項目的安全合作，中方
與沿線國家及運輸企業進行座談，研究防
範措施，提供對策建議。共同建立中歐班
列安全問題響應機制，暢通溝通聯絡渠
道，實現互通信息，共享資源，對接需
求，強化預警，匯集各方資源力量共保物
流安全。

央企海外項目須保障

■與「連雲港論壇」同期舉辦的第四屆連雲港警用裝備和公共安全產品博覽會上，以
色列代表帶來最新安防高技術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江蘇連雲
港報道）由中國公安部主辦的第四屆新
亞歐大陸橋安全走廊國際執法合作論壇
（簡稱「連雲港論壇」）昨日開幕，來
自 30 餘個國家執法部門、國際組織負責
人參加。作為中國警方設在「一帶一
路」唯一的國際執法安全合作綜合性平
台，共同打擊跨國犯罪、力保國際班列
安全和中央企業境外項目安全成為此屆
論壇重點議題。

籲展開聯合打擊行動
對於這個中方首倡、各方參與的國際化
安全治理平台， 中國公安部黨委委員、
反恐專員劉躍進在致辭中表示，建議成立
由各國執法部門代表組成的論壇理事會，
作為論壇決策機構，定期就論壇建設發
展、重大項目合作規劃、國際安全問題立
場、重要聯合行動部署等進行磋商、決
策；各國執法部門間可互派警務專家常

此屆「連雲港論壇」上，國資委與論壇
共同舉辦「安全發展，共享繁榮」分論
壇，專題研討央企海外項目的安全保障。
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沈瑩表示，中央企業
積極投身「一帶一路」建設，安全是共建
「一帶一路」走深走實的保障。
2015年，經江蘇省公安廳、中華人民共
和國公安部批准，以「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為重點，成立新亞歐大陸橋安全走廊國
際執法合作論壇，簡稱連雲港論壇，每年
舉辦一次年會。
論壇成立 3 年間，每年通過國際刑警組
織渠道與各國警方協調案件近 3,000 宗，
幫助外國警方協查案件 2,700 餘宗，有力
地打擊了跨國犯罪。

駐財政部紀檢組前組長 莫建成受賄案一審開庭

■莫建成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京法網事微信公眾號
消息，昨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
審公開開庭審理了中央紀委駐財政部紀檢
組原組長、財政部原黨組成員莫建成受賄
一案。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指控：
2000 年至 2017 年，被告人莫建成利用擔
任中共通遼市委副書記、通遼市人民政
府副市長、市長、中共通遼市委書記、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中共包頭
市委書記、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組織部
部長、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中共江
網上圖片 西省委副書記、中央紀委駐財政部紀檢

組組長、財政部黨組成員等職務上的便
利，以及利用本人職權、地位形成的便
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
的行為，為相關單位和個人在公司經
營、辦理貸款、承攬項目、職務晉升等
事項上提供幫助，直接或通過其子非法
收受相關單位和個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
合人民幣 4,259 萬餘元。
庭審中，檢察機關出示了相關證據，被
告人莫建成及其辯護人進行了質證，控辯
雙方充分發表了意見，莫建成進行了最後
陳述，當庭表示認罪悔罪。庭審結束後，
法庭宣佈休庭，擇期宣判。

殲-15艦載機具備晝夜起降攻防能力

■殲-15 艦載戰鬥機已具備晝夜起降和綜合
攻防能力。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海軍艦載戰鬥機某部近
期突破夜間艦基起降技術，多名飛行員一次起
降成功，填補了海軍艦載航空兵建設的歷史空
白，殲-15艦載戰鬥機已具備晝夜起降和綜合
攻防能力。 據《解放軍報》微博昨日消息，
在渤海灣一個軍用機場，多批次殲-15艦載戰
鬥機頻繁起飛，數名飛行員進行夜航技術恢復
保持、夜間着艦等技戰術訓練。
報道指，北部戰區海軍航空兵某部組建5年
來，逐步實現由「試驗試飛」向「批量培養」、
「晝間上艦」向「全時飛行」、「單機訓練」
向「體系融合」、「近海飛行」向「遠洋機動」

的突破。他們面對高風險，闖過一個又一個技
術禁區，化解一次又一次生死險情，先後完成
多型導彈實彈射擊、夜間着艦等數十種戰法訓
法演練，令中國艦載戰鬥機發展步入快車道。
為海軍航空兵轉型建設先行先試，部隊
瞄準航母編隊形成體系作戰能力，多次隨遼
寧艦編隊進行跨區機動訓練，連續轉戰多個
海區、融合多方力量，出動效率大幅攀升，
完成了高海況、陌生海域起飛着艦、實戰背
景下編隊協同、編隊指揮作戰等內容，提高
了部隊在遠海大洋的實際作戰能力。
央視報道，殲-15艦載戰鬥機是中國航空工
業瀋陽飛機工業集團承擔研製的。它長22.28
米、翼展15米、高5.92米；有12個武器外掛
點，可掛載空空導彈、反艦導彈、火箭彈、航
空炸彈等多種武器；配裝2台大推力發動機，
最大起飛重量32.5噸，最大飛行速度2.4馬赫，
實用升限20,000米，航程3,500公里。
2012年11月25日，殲-15艦載機在中國第
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艦上實現首批完美着艦，中
國航空工業由此實現從陸地到海洋的跨越。央
視網今年4月報道，24架全新殲-15已經就位，
中國雙航母戰鬥群即將浮出水面。

「東方—2018」演習：重在實戰能力
中國軍隊參加的「東
方—2018」戰略演習已
於俄羅斯後貝加爾邊疆
區楚戈爾訓練場正式拉開帷幕。記者採訪了
多位中方參演官兵，「實戰化」是他們口中
的高頻詞之一。
此次行動共分為跨境戰略投送、指揮機構演
練、實兵行動演練和沙場檢閱4個環節。其中，
實兵行動演練主要圍繞抗敵進攻、強渡水障、
火力突擊、進攻準備、轉入進攻等展開，重在
檢驗部隊在生疏環境下的實戰能力。
在解放軍陸軍第七十八集團軍副參謀長
武可立看來，此番演練的課目着眼一場相對
完整的戰役而設置，對各級指揮機構和部隊
是一次很好的鍛煉。
在中方炮兵陣地上，記者見到了許多方形土
坑。陸軍第七十八集團軍某旅炮兵營連長劉兆
傑介紹說，這些土坑是火炮的掩體。實兵行動
演練中，每門火炮都要在這樣的半地下掩體中
對指定目標實施火力打擊，避免暴露自身位置。
計永剛曾赴馬里執行維和任務，這位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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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營營長表示，雖然他們在實兵行動演練中
的舟橋作業與維和期間的工程保障任務不
同，但舟橋作業也需要貼近實戰，提高官兵
的戰術素養和戰術動作意識。
「比如舟橋偽裝要因地制宜。當地灌木
叢比較多，偽裝效果好，再使用制式偽裝網
就不太合適了。」
陸軍第七十八集團軍某旅副旅長李湘北
說，此番來到俄羅斯參加演習帶給他許多收
穫和感觸，實兵行動演練各個環節的連貫性
也體現出此次演習的實戰化水平。
「俄軍的實戰經驗，包括訓練與實戰的
對接，都給我們帶來很深的感觸。」
遲旭文曾連續兩年赴俄羅斯參加國際軍事比
賽。據他回憶，通過交流切磋，中俄兩軍相互
學習借鑒了一些架設浮橋的技術方法。這位作
訓科參謀認為，此次「東方—2018」戰略演
習對中俄兩軍參演部隊都是一種提高。
「這是一個相互學習、相互借鑒的過
程，對我們以後的實戰化訓練也有好處。」
■中新社

國產航母自 8 月 26
日至 9 月 4 日進行
為期 10 天的第二
母
次海試後，現正在
舾 大連造船廠進一步
舾裝施工。昨日，
裝 用於艦載機降落的
阻攔索已安裝完
成，艦島桅桿近頂板雷達
處再次搭起腳手架。
圖/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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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景區門票降價 不搞明降暗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法制網報道，國家發
展改革委近日召開降低重點國有景區門票
價格工作會，要求將景區門票降價工作落
到實處，絕不能搞避重就輕，明降暗升，
確保今年「十一」黃金周前降低重點國有
景區門票價格工作取得明顯成效。
會議通報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降低

重點國有景區門票價格工作進展情況，雲南
省、新疆自治區、江蘇省揚州市、浙江省衢
州市等4個地方價格主管部門作了典型發言，
介紹了當地降低重點國有景區門票價格、推
動旅遊業轉型升級的做法和經驗。
發改委要求各地切實增強責任感、緊迫
感，全力推動降低重點國有景區門票價格

工作落到實處。提高認識、壓實責任，地
方政府對降低重點國有景區門票價格承擔
主體責任，省級價格主管部門要勇於擔
當，主動牽頭；確保最大限度挖掘降價潛
力空間，絕不能搞避重就輕、流於形式、
敷衍搪塞、明降暗升；盡快履行降價審批
程序，盡早向社會公佈實施；規範秩序，
糾正景區高定價大折扣、捆綁銷售、不執
行明碼標價規定、不落實對特定群體優惠
政策等違法違規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