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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分类广告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

不慎将财务章遗失，印章小码

4101050135301，声明作废。

●闫红斌，警号005470，警
官证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本人许国权遗失河南中之祥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编号00
000825，金额为20000元的收

据1张，声明作废。

●李翔(身份证号41272519910
8191836)遗失河南中庚实业

有限公司开具收据,金额475
00元,编号0018248,声明作废。

●王保军郑房权字第99010225
22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

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

予以补发。

●本人魏译厅，于2019年8月2日
遗失居民身份证，证件号码为

412801199*****0848，发证日

期：2017.07.05，特此声明。

●潢川县玖源建材销售中心营

业执照(注册号411526000011
304）已申请注销营业执照。

●编号M411913072，姓名陈怡

杉，出生日期2013年1月30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编号Q410892812，姓名陈怡

辰，出生日期2017年7月25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因不慎，将义马市宏源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营运证(豫MG
Q356，证号411281001095，
豫MFS685，证号41128100
1096，豫MHR260，证号41
1281001123，豫M66640，
证号411281000634，豫M39
685，证号411281000682，
豫M33898，证号411281000
538，豫M33618，证号41128
1000205，豫M32567，证号4
11281000832，豫M38786,证
号411281000798,豫MF063挂，
证号411281000799)遗失，特
声明作废。
●河南丹尼尔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与张玉凤签订的物业管理
合同遗失，合同编号:SYYJ-
2017-5FSQ-004声明作废。
●王文明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
证号为410108001200001
1，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名实服装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5MA4
0WE074A声明作废。

●姚硕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证书遗失，证书编号：

137891201906003773，
现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信基调味食品

城弘源调味商行开户许可证

遗失,核准号J49100409155
01账号257236640192开户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普罗旺世支行，声明作废。

●谢建国遗失正商林语溪岸6号
院8号楼1单元108首付款收据

686907元，编号3031353开票

日期2018年5月24日声明作废。
●常国振户口本丢失身份证410
521198010100112特此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速之达食品商

行营业执照副本4101056013
23876遗失，声明作废。

●郸城县华源橡胶有限公司开

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5
087000578901，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郑州玉嘉纺织有限公司遗失

原公章，声明作废。

●本人高志娟不慎遗失郑州峰
创中天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登封市中天广场一期10AD1
46铺房屋维修基金收据金额
2997元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名虎沙发店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8MA
40F9GN0T(1-1)不慎将营业执
照正本（副本、正本）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新乡市牧野区红星美凯龙雅
士迩楼梯店（税号410782198
40222545201)遗失河南通用
定额发票一本，发票代码141
001850072，发票号码446589
51至44659100；遗失公章(编
号4107000101245)，声明作废。
●河南中豪置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9141010078917973
XX）(1-1)办理的郑州市房屋
登记薄遗失，房屋坐落：郑
东新区祥盛街59号院6号楼11
-12层22号、登记薄编号120
0339705房屋编号4423834
房屋坐落：郑东新区祥盛街
59号院6号楼15-16层25号，
登记薄编号1200339721房
屋编号4423841声明作废。

●郑州远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
22MA45NAHW6Q公章，财
务章，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好年华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财务章与机构信用代码证
（G1041010505784980Q）
遗失，即日失效，特此声明。

公告

●河南劲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即日起解散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
A3X9FR8XA),本公司已成立清
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
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家电维修

●专移修收空调充氟53778919
●空调维修加氟清洗63288160

涉案2.7亿 信阳破特大虚开发票案
涉及11个省市55家企业 目前已抓获12名犯罪嫌疑人 查扣非法所得400余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姜树海 王长江

昨日下午，记者从信阳市淮滨县公安局获悉，淮滨县公安局于日前成功侦破
“2019.2.28”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案，涉案金额2.7亿元，给国家造成财税损失4000余
万元。该案涉及全国11个省市55家企业47名犯罪嫌疑人，截至目前，该案已成功抓获
1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查扣非法所得400余万元。

巡查发现线索

2019年 1月，淮滨县公
安局经济侦查民警在对全县
非正常申报征税企业进行筛
选排查时发现，淮滨县奕嘉纺
织有限公司自2017年3月起
处于未申报征税状态。

侦查发现，淮滨县奕嘉纺
织有限公司于2011年4月13
日注册成立，厂址设在该县张
里乡，注册资金 100 万元。
2017年 3月，丁某向淮滨县
工商部门申请注销淮滨奕嘉
纺织有限公司，并申请注册成
立河南裕鼎宏纺织有限公司，
注册地张里乡，法人代表张
某，实际控制人丁某，实际经
营地在原奕嘉厂址。

侦查发现，淮滨县奕嘉纺
织有限公司是一个家庭作坊
式企业，规模不大，据估算，即
使其不间断生产，每月产值也
不过几十万元，但该公司每月
开票金额却在300万元以上，
且都是整数，与实际经营销售
额明显不符。于是，侦查人员
通过调取公司对公账户、法人、
股东银行交易明细，发现该公
司与购货公司存在大量资金回
流、环流情况，基本确定该公司
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
外进行销售牟取暴利的犯罪
行为。淮滨县公安局于2019
年2月28日对该企业进行立
案侦查。

警方立案侦查

立案后，淮滨县公安局高

度重视此案，该局主要领导
多次听取案件情况汇报，一
查到底，严厉打击偷逃税款
的犯罪行为，为国家挽回财
税损失。后该局成立由局长
黄遵喜任专案组长，政委段
发玉、副局长李华任专案组
副组长，20余名精干力量为
组员的专案组，全力侦办此
案。

然而就在此间，犯罪嫌疑
人丁某为了掩人耳目，采取多
种手段规避检查，逃避打击，
公司仍在进行少量生产，对外
所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虚虚
实实，真假难辨，这样一来，给
侦查工作带来很大难度。此
时专案组侦查人员及时会同
局网监等警种同步上案，围绕
该公司的资金流向、物流发
货、嫌疑对象等方面分析研
判，通过调取大量银行交易明
细，发现受票企业不是从一家
开票企业购票，而是从多家企
业购票，并且还为其他企业虚
开。

对此，侦查人员围绕各个
企业的违法特点，像剥洋葱
一样，一层层剥开，案件线
索不断扩展，侦破工作也由
点到线，由线到面，案中案
一个个地浮出水面。紧接
着，专案组民警从最初开户
银行账户入手，通过调取开
票公司、法人、股东等账户，
根据其资金进出情况分析
回流资金，从而确定虚开的
金额，并对涉案的 55 家企
业分别制作了详细的资金
回流图，以准确定性和快速

锁定犯罪嫌疑人。

主犯全部落网

虚开增值税发票案，通常
涉及法人、合伙人、实际负责
人、财务负责人、开票人、受票
人、介绍人、转账人等。对此，
专案组民警先后辗转河北、江
苏、浙江、福建等多省份进行
侦查。

经过淮滨县公安局经侦
民警长时间的不懈努力，最终
查明，淮滨县奕嘉纺织有限公
司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
共向11个省市的55家购买
发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累计金额约2.7亿元，涉及
税额4000余万元。

现淮滨警方将初步查明
的47名犯罪嫌疑人列为第一
批打击对象，并成功抓获淮滨
县奕嘉纺织有限公司实际负
责人丁某、合伙人黄某、会计
王某、马某以及8名受票犯罪
嫌疑人，查封犯罪嫌疑人名下
房产2处，查扣涉案奔驰车1
辆、涉案手机17部、涉案银行
卡27张以及大量账目票据，
为国家财税追缴挽回损失
400余万元，并对其他在逃犯
罪嫌疑人上网追逃。

2019年7月30日，公安
部已在全国发起集群战役。
淮滨县公安局正积极协助涉
案地公安机关，实施全链条精
准打击，彻底摧毁这个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团伙。

郑州火车站周边
治理人力架子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通讯员 徐振珂 文图

本报讯 8月5日上午
8点半，郑州交警三大队在
火车站地区组织开展针对
人力架子车的专项治理行
动，共出动45名警力。

此次行动，交警三大队
在火车站地区的各个路口
的原有执勤岗位上又增派
了警力，加大对人力架子车
的专项治理。交警三大队
印制了关于人力架子车禁
止在城市建成区道路通行
的通知，大力宣传人力架子
车在城区道路通行所违反
的相关法律法规。

交警三大队民警在处
罚人力架子车的同时，向群
众发放相关法律法规的通
知并希望他们能够向朋友
广而告之扩大影响范围提
升治理效果。在这次治理

行动中，共查扣人力架子车
56起，其他非机动车交通
违法行为25起。

在此次治理行动的前
期，交警三大队已经组织
银基周边的各大商场和各
个物流公司开展了火车站
地区交通秩序综合治理推
进会，协调各大商场尽快
完善夜间进货模式并开辟
专用的物流通道和卸货区
域，能够让物流公司开展
新的物流模式。通过开展
火车站地区交通秩序综合
治理推进会希望能够杜绝
商户或者物流公司用人力
架子车配送货物，开启用
货运面包车或者厢式货车
配送货物的模式，共同维
护火车站地区的道路交通
环境。

交警三大队民警讲解城区道路行驶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