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告：本栏目信息所有手续都严

格进行审查，但不敢保证每条信

息的真实性，所有信息只作为双

方交流平台，客户交易前请审验

相关证明文件和手续，签订有效

的法律合同，本报刊登内容不作

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医 疗

综合分类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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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也能挣钱

电话：13213079939 0371-56708823
郑州火车站乘996、32、B20路车到刘庄下车即到。

我厂加工丝带绣、珠绣、汽车沙发坐垫
等，现寻求女工并联营办分厂。我厂免
费提供原料和技术，上门送货，收货。
现金结算加工费，每人每天可挣
100-130元，牵头人每月可得管理费
1-3万元。可预付加工费，合同期1-5
年。可法律公正。郑州华美工艺品厂。

集装箱船员、电工，焊工，厨师，各80名，60岁
以下，年薪20-30万，工资月发，签合同办保
险，免费办证即上岗，电话：025-86614007

南京鸿帆船舶急招

招 商诚信要账
定位婚调 事成收费

17737191117

法律服务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胜龙★收账
全
国
讨
债

事成
收费

13523525159
0371-87555444

本院有名老中医坐诊，采用纯中药系
列方剂，专治各种糖尿病及并发症
疗效确切，出诊患者凭本报只需60
元钱，可来我院先治病，一疗程就能
让患者体验到实实在在的明显效果。

老中医专治糖尿病

电话：0371-65981777

要账·取证·找人
15538250011

要账
18137889110

找人

本栏目工作人员：朱顺玲 吕新景 田秀娥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办理
上门服务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1×3.8cm，包月每块400元
依此类推，单次信息做五送一大于3×3.8cm，包月每块1500元
2×3.8cm，包月每块800元

包月22期 包年每月30期

13015506677

合法·要账·调查
大额三天 小额一天

联办儿童玩具厂
本产品系新型儿童玩具，新颖奇特，45
变；产品供不应求。我方免费供应原
料，免费培训技术，提供设备，承担运输
和税收，上门收货，统一包装，每个加工
费2.5元，每人日获利100-130元，签
合同，交合作费780元,完成五千个产品
此款退回。组织十人加工，我方每月另
付管理费6000元，并预付加工费60%。

地址：洛阳市委党校2号楼518室玩具部
洛阳站坐6路到市委党校下车

13608657606 0379-64873096（魏老师）

军测老军医杨玉峰主任，独创
“溶石排石专药”主治：肝、胆、
肾各种结石，胆囊息肉、囊肿。
疗效确切，以B超为证。

地址：乘1、T5、K9、38、59、63、221、216、321、
K963到郑州测绘学院下车，门诊部二楼结石科。

电话：0371-67930038

结石

●河南柒玖捌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税务登记证副本丢失，税号：

410105395864718，声明作废。

●卢氏县泰森珍稀树种繁育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1224000007418，声明作废。

●朱运成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3197304247719，声明作废。

●朱自立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3196304098632，声明作废。

●张长征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1

627198001081516，声明作废。

●雷新正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319650907903X,声明作废。

●清丰县劳保用品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相关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金羚实业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晓玉
讲故事

法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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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牛亚丽 校对 孟杰曼

E-mail:jrablxy@126.com

政法生涯中
那难忘的第一次经历

·讲述·

□安阳市北关区检察院 曲超艺 /口述 冯营营/整理

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一项很重要的职
能就是追诉漏罪、漏犯。这需要检察员具有深厚
的法律素养和高度的责任心。我第一次追诉漏
犯，揪出了两名隐藏在幕后的真正老板，那种油
然而生的职业成就感和自豪感只能用“美妙”来
形容。

2013年3月23日，我受理了公安机关移送的
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这起案件涉及 12
个犯罪嫌疑人、100 余家公司，作案足迹遍布辽
宁、安徽等 14个省份 44个地市，涉案税额 1.3亿
余元，案情重大，头绪繁杂。我连续加班两周，才
理清犯罪事实。

我在审查时发现，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
犯罪，犯罪嫌疑人先是购买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资格的“空壳公司”，然后编造虚假的资金流、货
物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虚假的会计凭证
入账，骗逃国家税款。他们非常狡猾，为了逃避
稽查，用他人身份证办理登记，还经常变更办公
地点；为了反侦查，相互之间采用单线联系，并事
先订立好攻守同盟。

犯罪嫌疑人越是狡猾犯罪手段越是隐蔽，出
现“漏网之鱼”的概率就越大。我在办理此案时
尤其留心，翻来覆去地查看几十本厚厚的卷宗，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果然，经过梳理涉案的钰
辉公司的银行转账明细，我发现该公司曾通过赵
某的个人银行卡形成资金回流 220万元，而赵某
并未归案，他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在查看移送过来的一个犯罪嫌疑人的短信记录
时，又发现有两条开票信息的收件人是陈某，陈
某又是谁？带着疑问，我去看守所仔细讯问了12
名归案的犯罪嫌疑人，通过比对口供，我意外发
现，涉案的万光公司的幕后老板很可能是未归案
的孙某！

按照法律规定，我向公安机关发出《补充移
送起诉通知书》，要求他们将三名漏犯赵某、陈某
和孙某移送审查起诉。公安机关随即对他们开
展网上追逃，至 2014 年 8 月 27 日，三人陆续归
案。经过进一步侦查，发现赵某是钰辉公司的幕
后老板，陈某是他的会计，而孙某系涉案的万光
公司、共发公司、国顺公司等三个公司的幕后老
板！赵某和孙某都是利用他人名义成立或接手
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的公司，然后指使其
他同案犯虚开虚构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税额分
别多达 600 余万元和 1600 余万元。由于他们隐
藏在幕后，行为隐蔽，差点就成为“漏网之鱼”！

2015年3月13日，法院依法对三人作出一审
判决：赵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1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 20万元；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8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10万元；孙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
罚金30万元。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这张天网，需要
我们每一个法律人付出心血去编织。对犯罪的
每一次纰漏，都是对法律的亵渎。我用自己的行
动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这也是我的职业价值所
在。

揪出幕后老板谁抢了摩托车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赵宝仓宋芳芳 李莉

“感谢你们让他
改过自新，自从你们对他

宽大处理后，小伟变得懂事
多了，说话办事稳重了许多，
春节一过就出去打工了。”日
前，浚县检察院检察官在电
话回访时，小伟的父亲说

道。

10 个多月前，小伟因涉嫌抢劫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
拘留。5 个多月前，小伟却被浚县检察院以涉嫌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罪名的更改，人性
化的处理结果，检察官的办案故事在当地一时传为美谈。

事情要从 1 年前说起，2014 年 1 月 28 日晚上，赵宗
华、薛宝奇与 16 岁的小伟相聚在一起，闲来无事，在浚县
卫贤镇一条乡间公路上溜达。此时，一个小伙子骑着一
辆摩托车疾驰而来，却不知什么原因熄了火，停在离三人
不远的路边。赵宗华见状，上前对骑摩托车的小伙子拳
打脚踢。小伙子陈某年仅 16 岁，骑摩托车去卫贤镇上找
朋友办点事，没想到突然之间遭到暴打，顿时就蒙了，除
了一个劲地求饶，不敢有丝毫反抗。

赵宗华提出要借陈某的摩托车用用，到卫贤镇上买
酒去，陈某极力阻止，在撕扯中赵宗华迅速从陈某身上夺
走钥匙，薛宝奇和小伟也顺势推开陈某，坐到摩托车的后
座上。陈某害怕他们把摩托车骑走，小伟却不屑地说道：

“在这等着吧，谁稀罕你的破摩托车。”说完赵宗华发动摩
托车，一溜烟朝卫贤镇方向驶去。眼看赵宗华三人骑走
了自己的摩托车，惊魂未定的陈某慌忙给家人打电话，家
人赶来后，一同去卫贤镇各个烟酒门市寻找骑车人，却连
那辆摩托车的影子也没见到。

2014 年 8 月 1 日晚上，陈某和自己的两个小伙伴到卫
贤镇游屯村看戏，发现小伟也站在戏台下看戏。陈某立
即向派出所报案。民警迅速出警，将小伟抓获归案。根
据小伟的供述，次日，民警将赵宗华抓获，薛宝奇闻讯潜
逃。

2014 年 8 月 26 日，浚县公安局以赵宗华、小伟涉嫌抢
劫罪，提请浚县检察院批准逮捕。经提审，浚县检察院未
检科承办该案的检察官发现赵宗华、小伟二人互相推诿，
都称是对方提出的先借车买酒，后又临时起意把摩托车
据为己有，二人均辩解自己无抢劫的故意。

检察官经过仔细审查现有证据，重新询问被害人有
关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言行，并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
供述对比，确认赵宗华首先提出借车买酒，小伟在一旁只
是随声附和。在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中，小伟称在赵宗
华驾驶摩托车向卫贤镇方向行驶至一个三岔路口时，赵
宗华竟转弯至自家村子方向，小伟提出疑问，赵宗华却骂
其是“傻帽”，继续驶向自己村子。而赵宗华则称，其刚穿
过三岔路口时，小伟辱骂他，暗示将摩托车据为己有，赵
宗华这才改变路线驶向自己家方向。

依据二人供述可以判断，在将陈某的摩托车骑走时，
二人之中有一人并不具备抢劫的故意。为了查清事实，
检察官提审赵宗华，先是讯问三人如何在一起，当时是否
吃过晚饭、晚间是否饮酒等一些与案件关系不大的事实，
当被突然问及其驾驶摩托车的行驶路线时，赵宗华将转
弯回自己家的路线脱口说出，赵宗华意识到失口时，强调
在转弯后小伟示意他将车据为己有。此时赵宗华显然有
些慌张，语无伦次，不再振振有词。

经前期调查，检察官得知，赵宗华平日游手好闲，为
此，妻子撇下一双年幼的儿女离家出走。检察官告诫赵

宗华儿女缺少父母的关爱，可能影响他们成长，年迈的父
母无人照料，难以享受到天伦之乐，规劝其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改过自新，争取早日与家人团聚。在检察官的耐
心劝导下，赵宗华将事发过程和盘托出。原来是他在行
至三岔路口时，临时起意将摩托车抢走，后又唆使小伟、
薛宝奇将摩托车卖掉，小伟、薛宝奇并不具有抢劫的故意
和行为。2014 年 9 月 2 日，浚县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对赵
宗华批准逮捕；认定小伟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由
于小伟是未成年人，犯罪情节较轻，对其不予批准逮捕。

2014 年 9 月 19 日，薛宝奇被郑州铁路公安处安阳东
站派出所抓获。2014 年 10 月 27 日，浚县公安局以赵宗华
涉嫌抢劫罪，小伟、薛宝奇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移
送浚县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审查，浚县检察院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将赵宗华、薛宝奇提起公诉。同日，对小伟作
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近日，浚县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赵宗华有期徒刑
三年，并处罚金 1000 元，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薛
宝奇管制五个月，并处罚金 1000 元。（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郸城县石槽志增种植专业合
作社营业执照（411625NA0005
16X）、组织机构代码证（0652826
35）、税务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郸城县胡集第一中西药店营业
执 照 正 本 遗 失 ，注 册 号 ：
411625000020667，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