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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真烟转眼变假烟

现年
%%

岁的被告人刘春丽是夏邑县郭

庄乡无业人员! 不久前"刘春丽来到郑州"在

郑州市文化宫路开了一家礼品回收店! 当其

发现卷烟价值高#$获利%大的情况后"便起了

用$掉包%的方式来盗窃他人卷烟的邪念! 随

后"刘春丽纠集老乡杨红健和王向伟共同发

财致富"得到两人的响应! 法院经审理查明"

%&&'

年
(

月
")

日
"*

时许"被告人刘春丽伙

同杨红健#王向伟在郑州市汝河路与文化宫

路交叉口向南
"&&

米路西礼品回收店内"趁

前来卖烟的被害人王某不注意" 将王某的
(

条真软中华烟换成
(

条假软中华烟!

%&&'

年

(

月
"+

日"被告人刘春丽#杨红健#王向伟被

公安机关抓获! 经鉴定"被盗的
(

条软中华

香烟价值
%'&&

元!

据刘春丽供述"这些所谓的高档烟都是

他们以每条
"&

元左右的价格从黑市买来

的! 假烟买回来后"放到自己的$礼品回收%

店里"主要就是见机行事"一般找妇女和老

年人下手! 如果卖烟的人不注意"就偷偷地

将他们的真烟换掉" 如果卖烟的人非常谨

慎"就不换了"给他们很低的价钱购买! 在换

烟过程中" 由一名团伙成员吸引卖主注意

力"另外
%

名成员借口鉴定香烟真假进行掉

包! 掉包后"他们会以卖主的烟有水珠等为

由拒绝回收! 这些假烟的外包装跟正常的没

有两样"里面则是最便宜的假烟!

郑州市中原区法院法官程岗说"据其了

解"通过$礼品回收%的方式以次换好的盗窃

方式"其实在$礼品回收%行业内并不鲜见!

争议行业#

礼品回收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活

动的频繁" 高档烟酒礼品的往来频率增大!

数年前"不少烟酒店的门口挂起了$礼品回

收%的招牌"由于刚出现时生意火爆"还有人

专门开店经营! 一些人认为"礼品回收的出

现"减少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买方卖方双

赢"但也有人认为将礼品转卖的"多是有权

有势之人"这种$变现%的方式容易助长腐败!

同时" 由于其经营方式有违正常经营活动"

也被有关部门不时查处制止!

争议焦点#

无照经营$ 洗钱方式$

近日"记者走访了几家烟酒店"虽然没

有悬挂$礼品回收%的招牌"但一旦问起是否

可以回收礼品"均表示可以! 其中"一位烟酒

店老板还直言说&$烟酒店回收礼品大家都知

道"挂牌子干啥"净给自己找麻烦! %

中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人员张某

说&$礼品回收根本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张某

说"礼品回收店的$香烟回收%属于非法进货"

通过这种黑市交易"烟贩会用掉包#以次充好

等手段坑蒙消费者" 最后达到谋取私利的目

的! 张某说"烟酒不是一般产品"对于属于食

品类的酒要有卫生许可证才能经营" 而烟则

必须有烟草专卖证才能经营" 没有卫生许可

证或烟草专卖证" 甚至连营业执照都没有的

$礼品回收% 属于明显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

是要坚决取缔的! 那些在$礼品回收%中将烟

酒掉包或卖假烟假酒的行为是欺诈或经营假

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一经查明"要严肃处

理! 另外"根据国家相关行政法规规定"经营

食品是要符合食品准入手续的" 而且还要检

验食品来源"在这方面"$礼品回收%给检验食

品来源带来了不便!工商部门一直就没有$礼

品回收%这项注册业务"市面上的那些礼品回

收店"全是无照经营和超范围经营!

张某说" 由于礼品回收店的成本低#流

动性大"多为暗中交易"取证困难成了对这些

店进行处罚的最大问题!像在一些检查中"很

多礼品回收店的店主坚持说" 他们将礼品回

收过来后"是为了用来自己消费"不进行经营

销售! 这样一来"就被他们钻了空子! 因此"

$回收礼品只为自己消费%的借口"成为不少

回收礼品经营者避开有关部门检查的主要手

段!

河南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祖勤说"目

前虽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礼品回收店的

经营属于违法" 但是礼品回收店如果没有明

确的经营执照和经营许可" 就是违反了工商

管理部门的相关法规! 而且私下收购烟酒礼

品属超范围经营"存在着严重的偷漏税现象"

属于被取缔范围!此外"如果礼品本身来路不

明" 并且数额较大" 那么礼品本身就属于赃

物"买卖赃物则属于违法行为"所以其买卖行

为不受$消法%的保护!

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张建成说"

回收礼品实质上是一种洗钱方式" 一些贪官

通过此种方式"将接受贿赂赃物变现"是一种

变相洗钱! 张建成说"同时"由于卖礼品的人

基本不要发票" 存在严重的漏税和违法经营

烟草现象! '烟草专卖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二款明确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的企业

或个人" 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

货" 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监督管

理!%也就是说"除了当地烟草批发企业"其他

进货渠道都是非法的!

近期#仅在郑州二七区一

区$ 就发生了数起
"&

元按摩

店内的盗窃案$据了解$郑州

其他区也有此类案件出现%这

些盗窃案手法相似$都是按摩

服务人员勾结他人联合盗窃

客人现金! 同时$郑州市中原

区法院$刚刚判决了一起利用

礼品回收时$通过以次换好盗

窃他人钱财的案件!

"&

元按

摩&礼品回收$这两个一直备

受争议的行业$再次直观展现

了盗窃新问题!

案件#

老板店员共同盗窃

,

月
")

日下午
*

时
-&

分

许" 一名男子走进了郑州市齐

礼阎北一街与嵩山路附近的一

个
"&

元按摩店"他对老板说要

刮脸按摩! 老板随即给他派了

一个女孩儿!

这个女孩儿叫小汪" 在男

子进门前" 她就对他进行了快

速的观察" 她发现男子肩上挎

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包! 在她为

男子服务前" 她对另一女服务

员小琴说&$一会儿我让他把包

挂墙上" 你隔着布帘子把他包

里的钱偷走! %小琴意会!

小汪为男子刮脸后" 将男

子带到按摩间"让男子躺下"并

将他的包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就开始为他按摩!按摩过程中"

小琴从房间内走过一次" 与小

汪对了对眼神后退出!随即"小

汪一边按摩" 一边用身体将男

子的视线挡住" 小琴则趁机伸

手摸包" 并从中拿出一沓现金

后"将包摆在原位!

得手后" 小琴在外咳嗽一

声" 小汪便找机会给等在外面

的吴胜)化名*打了个电话"在

响了一声后随即挂断! 吴胜得

到信号来到店内" 小琴见到吴

胜" 顺手将那一沓钱交到他的

手上! 一次盗窃就此完成!

然而"吴胜没有想到的是"

在
-

天前" 嵩山路派出所就曾

接到一名男子的报案称 "其

"&&&

元现金在该按摩店内被

盗!吴胜刚刚得手"就被对此店

加强关注的侦查人员看到! 侦

查人员发现吴胜鬼鬼祟祟#形

迹可疑"随即上前对其盘问"并

当场从其身上提取现金
%*&&

元!

见事情败露" 吴胜只得承

认" 是他与两名服务人员共同

盗窃" 民警遂将小琴与小汪抓

获!而此时"来按摩的男子方知

自己被盗!

小汪案发后交代" 他们还

一起偷过
*

次"按照比例"她分

别分得现金
"&&

元#

%&&

元 #

+&

元#

%&&

元! 为防止顾客当时发

现被盗" 她们每次都是盗窃顾

客的部分现金!

而这只是郑州市二七区近

期发生的按摩店盗窃案中的一

案!近期"仅在该区就发生了四

五起此类案件" 而在郑州其他

区"近期也有类似案件发生!

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的检

察官说" 这些案件作案手法十

分相似" 都是店内至少两名服

务员配合"一人按摩掩护"另一

人盗窃" 并与店外人员合作转

移赃款!

$案件中"老板几乎都知道

这一情况" 甚至是老板直接鼓

励服务员盗窃"并安排配合!过

程中"老板很少出现"排除看店

的人"一旦客人发现被盗"他们

如果发现对方不好说话" 就会

稍微赔点儿钱" 如果对方好说

话" 就会把对方劝走并劝他不

要报警!此时"他们还会在后面

跟踪" 发现对方报警的话就关

门几天! 由于证据很快会被转

移"有些客人索性认赔"有些则

上门要回一点是一点" 有些即

使报案" 也不好就此案落实破

案! %检察官说!

争议行业#

!"

元按摩

曾几何时" 装修简单的
"&

元按摩店" 悄悄出现在城市的

各个角落" 几乎统一的红色门

贴成了它们的标志" 它的廉价

使得它一直拥有着稳固的市场

群!随着时间发展"不少$新兴%

店面抛弃了
"&

元的 $低品位%

定位"门头装饰略显档次"但此

类按摩店$暧昧感%却依然"它

的问题和群众对它的争议一直

存在!

争议焦点#

谁都难管的!小店"

近日" 记者走访了市内一

些
"&

元按摩店"发现几乎每家

按摩店内"不用多问几句"老板

就暗示可以$特殊服务%!

此类按摩店涉黄以及刑事

案件多发的问题" 不时见诸报

端! 据了解"虽然店小"但郑州

市管城公安分局曾联合工商 #

卫生等部门对
"&

元休闲店进

行整治" 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自公安部门对这些服务

场所的审查审批权限被取消

后" 他们对这些场所的监管力

度减小"同时"执法时只要抓不

到现行" 就无法认定休闲店存

在违法活动!

"&

元按摩店的身份问题一

直并不清晰"一些
"&

元按摩店

以美容美发为面目出现" 按摩

变为其附带的服务项目" 一些

"&

元按摩店以生活按摩的形式

出现" 规避了医疗按摩所需的

专业性!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卫生许可证的发

放虽然以转交工商部门"但现在

相关细则尚未出台!工商部门只

核准名称和经营项目"对休闲店

的服务项目"现行的相关管理规

定中没有限制"工商部门前去检

查"发现超范围经营"只能要求

其整改"无法取缔!

郑州市金水区卫生局一位

姓刘的工作人员说" 在出台的

相关规定中" 对休闲屋的经营

服务项目没有具体规定! 目前

卫生部门仍负责办理卫生许可

证之前" 没有为一家休闲屋办

理卫生许可证" 来卫生局办理

卫生许可证的" 都是按照美容

美发的经营范围来审批的! 如

果检查中发现经营项目违规 "

卫生部门只能下达整改告知通

知书#决定书"并不影响其继续

经营!

对
"&

元按摩店该如何治

理和管理" 郑州市部分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曾联名提议"有

关部门应制定出台关于休闲店

的管理规定"比如提高申请$门

槛%"在场地#设施#卫生条件和

上岗资格等方面提高要求+对

"&

元休闲店是否可以存在"在

法律上应有明确的说法+ 或者

对休闲店的证照审批应有严格

而明确的规定!

对于
"&

元按摩店不时出

现的盗窃现象" 郑州市二七区

检察院检察官提醒" 简易的按

摩店人员较复杂" 出入此类场

所一定要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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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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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许" 一名男子走进了郑州市齐

礼阎北一街与嵩山路附近的一

个
"&

元按摩店"他对老板说要

刮脸按摩! 老板随即给他派了

一个女孩儿!

这个女孩儿叫小汪" 在男

子进门前" 她就对他进行了快

速的观察" 她发现男子肩上挎

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包! 在她为

男子服务前" 她对另一女服务

员小琴说&$一会儿我让他把包

挂墙上" 你隔着布帘子把他包

里的钱偷走! %小琴意会!

小汪为男子刮脸后" 将男

子带到按摩间"让男子躺下"并

将他的包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就开始为他按摩!按摩过程中"

小琴从房间内走过一次" 与小

汪对了对眼神后退出!随即"小

汪一边按摩" 一边用身体将男

子的视线挡住" 小琴则趁机伸

手摸包" 并从中拿出一沓现金

后"将包摆在原位!

得手后" 小琴在外咳嗽一

声" 小汪便找机会给等在外面

的吴胜)化名*打了个电话"在

响了一声后随即挂断! 吴胜得

到信号来到店内" 小琴见到吴

胜" 顺手将那一沓钱交到他的

手上! 一次盗窃就此完成!

然而"吴胜没有想到的是"

在
-

天前" 嵩山路派出所就曾

接到一名男子的报案称 "其

"&&&

元现金在该按摩店内被

盗!吴胜刚刚得手"就被对此店

加强关注的侦查人员看到! 侦

查人员发现吴胜鬼鬼祟祟#形

迹可疑"随即上前对其盘问"并

当场从其身上提取现金
%*&&

元!

见事情败露" 吴胜只得承

认" 是他与两名服务人员共同

盗窃" 民警遂将小琴与小汪抓

获!而此时"来按摩的男子方知

自己被盗!

小汪案发后交代" 他们还

一起偷过
*

次"按照比例"她分

别分得现金
"&&

元#

%&&

元 #

+&

元#

%&&

元! 为防止顾客当时发

现被盗" 她们每次都是盗窃顾

客的部分现金!

而这只是郑州市二七区近

期发生的按摩店盗窃案中的一

案!近期"仅在该区就发生了四

五起此类案件" 而在郑州其他

区"近期也有类似案件发生!

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的检

察官说" 这些案件作案手法十

分相似" 都是店内至少两名服

务员配合"一人按摩掩护"另一

人盗窃" 并与店外人员合作转

移赃款!

$案件中"老板几乎都知道

这一情况" 甚至是老板直接鼓

励服务员盗窃"并安排配合!过

程中"老板很少出现"排除看店

的人"一旦客人发现被盗"他们

如果发现对方不好说话" 就会

稍微赔点儿钱" 如果对方好说

话" 就会把对方劝走并劝他不

要报警!此时"他们还会在后面

跟踪" 发现对方报警的话就关

门几天! 由于证据很快会被转

移"有些客人索性认赔"有些则

上门要回一点是一点" 有些即

使报案" 也不好就此案落实破

案! %检察官说!

争议行业#

!"

元按摩

曾几何时" 装修简单的
"&

元按摩店" 悄悄出现在城市的

各个角落" 几乎统一的红色门

贴成了它们的标志" 它的廉价

使得它一直拥有着稳固的市场

群!随着时间发展"不少$新兴%

店面抛弃了
"&

元的 $低品位%

定位"门头装饰略显档次"但此

类按摩店$暧昧感%却依然"它

的问题和群众对它的争议一直

存在!

争议焦点#

谁都难管的!小店"

近日" 记者走访了市内一

些
"&

元按摩店"发现几乎每家

按摩店内"不用多问几句"老板

就暗示可以$特殊服务%!

此类按摩店涉黄以及刑事

案件多发的问题" 不时见诸报

端! 据了解"虽然店小"但郑州

市管城公安分局曾联合工商 #

卫生等部门对
"&

元休闲店进

行整治" 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自公安部门对这些服务

场所的审查审批权限被取消

后" 他们对这些场所的监管力

度减小"同时"执法时只要抓不

到现行" 就无法认定休闲店存

在违法活动!

"&

元按摩店的身份问题一

直并不清晰"一些
"&

元按摩店

以美容美发为面目出现" 按摩

变为其附带的服务项目" 一些

"&

元按摩店以生活按摩的形式

出现" 规避了医疗按摩所需的

专业性!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卫生许可证的发

放虽然以转交工商部门"但现在

相关细则尚未出台!工商部门只

核准名称和经营项目"对休闲店

的服务项目"现行的相关管理规

定中没有限制"工商部门前去检

查"发现超范围经营"只能要求

其整改"无法取缔!

郑州市金水区卫生局一位

姓刘的工作人员说" 在出台的

相关规定中" 对休闲屋的经营

服务项目没有具体规定! 目前

卫生部门仍负责办理卫生许可

证之前" 没有为一家休闲屋办

理卫生许可证" 来卫生局办理

卫生许可证的" 都是按照美容

美发的经营范围来审批的! 如

果检查中发现经营项目违规 "

卫生部门只能下达整改告知通

知书#决定书"并不影响其继续

经营!

对
"&

元按摩店该如何治

理和管理" 郑州市部分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曾联名提议"有

关部门应制定出台关于休闲店

的管理规定"比如提高申请$门

槛%"在场地#设施#卫生条件和

上岗资格等方面提高要求+对

"&

元休闲店是否可以存在"在

法律上应有明确的说法+ 或者

对休闲店的证照审批应有严格

而明确的规定!

对于
"&

元按摩店不时出

现的盗窃现象" 郑州市二七区

检察院检察官提醒" 简易的按

摩店人员较复杂" 出入此类场

所一定要提高警惕!

案件#

老板店员共同盗窃

,

月
")

日下午
*

时
-&

分

许" 一名男子走进了郑州市齐

礼阎北一街与嵩山路附近的一

个
"&

元按摩店"他对老板说要

刮脸按摩! 老板随即给他派了

一个女孩儿!

这个女孩儿叫小汪" 在男

子进门前" 她就对他进行了快

速的观察" 她发现男子肩上挎

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包! 在她为

男子服务前" 她对另一女服务

员小琴说&$一会儿我让他把包

挂墙上" 你隔着布帘子把他包

里的钱偷走! %小琴意会!

小汪为男子刮脸后" 将男

子带到按摩间"让男子躺下"并

将他的包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就开始为他按摩!按摩过程中"

小琴从房间内走过一次" 与小

汪对了对眼神后退出!随即"小

汪一边按摩" 一边用身体将男

子的视线挡住" 小琴则趁机伸

手摸包" 并从中拿出一沓现金

后"将包摆在原位!

得手后" 小琴在外咳嗽一

声" 小汪便找机会给等在外面

的吴胜)化名*打了个电话"在

响了一声后随即挂断! 吴胜得

到信号来到店内" 小琴见到吴

胜" 顺手将那一沓钱交到他的

手上! 一次盗窃就此完成!

然而"吴胜没有想到的是"

在
-

天前" 嵩山路派出所就曾

接到一名男子的报案称 "其

"&&&

元现金在该按摩店内被

盗!吴胜刚刚得手"就被对此店

加强关注的侦查人员看到! 侦

查人员发现吴胜鬼鬼祟祟#形

迹可疑"随即上前对其盘问"并

当场从其身上提取现金
%*&&

元!

见事情败露" 吴胜只得承

认" 是他与两名服务人员共同

盗窃" 民警遂将小琴与小汪抓

获!而此时"来按摩的男子方知

自己被盗!

小汪案发后交代" 他们还

一起偷过
*

次"按照比例"她分

别分得现金
"&&

元#

%&&

元 #

+&

元#

%&&

元! 为防止顾客当时发

现被盗" 她们每次都是盗窃顾

客的部分现金!

而这只是郑州市二七区近

期发生的按摩店盗窃案中的一

案!近期"仅在该区就发生了四

五起此类案件" 而在郑州其他

区"近期也有类似案件发生!

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的检

察官说" 这些案件作案手法十

分相似" 都是店内至少两名服

务员配合"一人按摩掩护"另一

人盗窃" 并与店外人员合作转

移赃款!

$案件中"老板几乎都知道

这一情况" 甚至是老板直接鼓

励服务员盗窃"并安排配合!过

程中"老板很少出现"排除看店

的人"一旦客人发现被盗"他们

如果发现对方不好说话" 就会

稍微赔点儿钱" 如果对方好说

话" 就会把对方劝走并劝他不

要报警!此时"他们还会在后面

跟踪" 发现对方报警的话就关

门几天! 由于证据很快会被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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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减小"同时"执法时只要抓不

到现行" 就无法认定休闲店存

在违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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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按摩店的身份问题一

直并不清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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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按摩店

以美容美发为面目出现" 按摩

变为其附带的服务项目"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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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按摩店以生活按摩的形式

出现" 规避了医疗按摩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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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卫生许可证的发

放虽然以转交工商部门"但现在

相关细则尚未出台!工商部门只

核准名称和经营项目"对休闲店

的服务项目"现行的相关管理规

定中没有限制"工商部门前去检

查"发现超范围经营"只能要求

其整改"无法取缔!

郑州市金水区卫生局一位

姓刘的工作人员说" 在出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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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没有具体规定!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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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之前" 没有为一家休闲屋办

理卫生许可证" 来卫生局办理

卫生许可证的" 都是按照美容

美发的经营范围来审批的! 如

果检查中发现经营项目违规 "

卫生部门只能下达整改告知通

知书#决定书"并不影响其继续

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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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事情败露" 吴胜只得承

认" 是他与两名服务人员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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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服务前" 她对另一女服务

员小琴说&$一会儿我让他把包

挂墙上" 你隔着布帘子把他包

里的钱偷走! %小琴意会!

小汪为男子刮脸后" 将男

子带到按摩间"让男子躺下"并

将他的包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就开始为他按摩!按摩过程中"

小琴从房间内走过一次" 与小

汪对了对眼神后退出!随即"小

汪一边按摩" 一边用身体将男

子的视线挡住" 小琴则趁机伸

手摸包" 并从中拿出一沓现金

后"将包摆在原位!

得手后" 小琴在外咳嗽一

声" 小汪便找机会给等在外面

的吴胜)化名*打了个电话"在

响了一声后随即挂断! 吴胜得

到信号来到店内" 小琴见到吴

胜" 顺手将那一沓钱交到他的

手上! 一次盗窃就此完成!

然而"吴胜没有想到的是"

在
-

天前" 嵩山路派出所就曾

接到一名男子的报案称 "其

"&&&

元现金在该按摩店内被

盗!吴胜刚刚得手"就被对此店

加强关注的侦查人员看到! 侦

查人员发现吴胜鬼鬼祟祟#形

迹可疑"随即上前对其盘问"并

当场从其身上提取现金
%*&&

元!

见事情败露" 吴胜只得承

认" 是他与两名服务人员共同

盗窃" 民警遂将小琴与小汪抓

获!而此时"来按摩的男子方知

自己被盗!

小汪案发后交代" 他们还

一起偷过
*

次"按照比例"她分

别分得现金
"&&

元#

%&&

元 #

+&

元#

%&&

元! 为防止顾客当时发

现被盗" 她们每次都是盗窃顾

客的部分现金!

而这只是郑州市二七区近

期发生的按摩店盗窃案中的一

案!近期"仅在该区就发生了四

五起此类案件" 而在郑州其他

区"近期也有类似案件发生!

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的检

察官说" 这些案件作案手法十

分相似" 都是店内至少两名服

务员配合"一人按摩掩护"另一

人盗窃" 并与店外人员合作转

移赃款!

$案件中"老板几乎都知道

这一情况" 甚至是老板直接鼓

励服务员盗窃"并安排配合!过

程中"老板很少出现"排除看店

的人"一旦客人发现被盗"他们

如果发现对方不好说话" 就会

稍微赔点儿钱" 如果对方好说

话" 就会把对方劝走并劝他不

要报警!此时"他们还会在后面

跟踪" 发现对方报警的话就关

门几天! 由于证据很快会被转

移"有些客人索性认赔"有些则

上门要回一点是一点" 有些即

使报案" 也不好就此案落实破

案! %检察官说!

争议行业#

!"

元按摩

曾几何时" 装修简单的
"&

元按摩店" 悄悄出现在城市的

各个角落" 几乎统一的红色门

贴成了它们的标志" 它的廉价

使得它一直拥有着稳固的市场

群!随着时间发展"不少$新兴%

店面抛弃了
"&

元的 $低品位%

定位"门头装饰略显档次"但此

类按摩店$暧昧感%却依然"它

的问题和群众对它的争议一直

存在!

争议焦点#

谁都难管的!小店"

近日" 记者走访了市内一

些
"&

元按摩店"发现几乎每家

按摩店内"不用多问几句"老板

就暗示可以$特殊服务%!

此类按摩店涉黄以及刑事

案件多发的问题" 不时见诸报

端! 据了解"虽然店小"但郑州

市管城公安分局曾联合工商 #

卫生等部门对
"&

元休闲店进

行整治" 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自公安部门对这些服务

场所的审查审批权限被取消

后" 他们对这些场所的监管力

度减小"同时"执法时只要抓不

到现行" 就无法认定休闲店存

在违法活动!

"&

元按摩店的身份问题一

直并不清晰"一些
"&

元按摩店

以美容美发为面目出现" 按摩

变为其附带的服务项目" 一些

"&

元按摩店以生活按摩的形式

出现" 规避了医疗按摩所需的

专业性!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卫生许可证的发

放虽然以转交工商部门"但现在

相关细则尚未出台!工商部门只

核准名称和经营项目"对休闲店

的服务项目"现行的相关管理规

定中没有限制"工商部门前去检

查"发现超范围经营"只能要求

其整改"无法取缔!

郑州市金水区卫生局一位

姓刘的工作人员说" 在出台的

相关规定中" 对休闲屋的经营

服务项目没有具体规定! 目前

卫生部门仍负责办理卫生许可

证之前" 没有为一家休闲屋办

理卫生许可证" 来卫生局办理

卫生许可证的" 都是按照美容

美发的经营范围来审批的! 如

果检查中发现经营项目违规 "

卫生部门只能下达整改告知通

知书#决定书"并不影响其继续

经营!

对
"&

元按摩店该如何治

理和管理" 郑州市部分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曾联名提议"有

关部门应制定出台关于休闲店

的管理规定"比如提高申请$门

槛%"在场地#设施#卫生条件和

上岗资格等方面提高要求+对

"&

元休闲店是否可以存在"在

法律上应有明确的说法+ 或者

对休闲店的证照审批应有严格

而明确的规定!

对于
"&

元按摩店不时出

现的盗窃现象" 郑州市二七区

检察院检察官提醒" 简易的按

摩店人员较复杂" 出入此类场

所一定要提高警惕!

案件#

老板店员共同盗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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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午
*

时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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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开始为他按摩!按摩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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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摸包" 并从中拿出一沓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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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手后" 小琴在外咳嗽一

声" 小汪便找机会给等在外面

的吴胜)化名*打了个电话"在

响了一声后随即挂断! 吴胜得

到信号来到店内" 小琴见到吴

胜" 顺手将那一沓钱交到他的

手上! 一次盗窃就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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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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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事情败露" 吴胜只得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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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 民警遂将小琴与小汪抓

获!而此时"来按摩的男子方知

自己被盗!

小汪案发后交代" 他们还

一起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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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分得现金
"&&

元#

%&&

元 #

+&

元#

%&&

元! 为防止顾客当时发

现被盗" 她们每次都是盗窃顾

客的部分现金!

而这只是郑州市二七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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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近期也有类似案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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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 甚至是老板直接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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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老板很少出现"排除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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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赔点儿钱" 如果对方好说

话" 就会把对方劝走并劝他不

要报警!此时"他们还会在后面

跟踪" 发现对方报警的话就关

门几天! 由于证据很快会被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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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整改"无法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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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休闲店是否可以存在"在

法律上应有明确的说法+ 或者

对休闲店的证照审批应有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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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据了解"虽然店小"但郑州

市管城公安分局曾联合工商 #

卫生等部门对
"&

元休闲店进

行整治" 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自公安部门对这些服务

场所的审查审批权限被取消

后" 他们对这些场所的监管力

度减小"同时"执法时只要抓不

到现行" 就无法认定休闲店存

在违法活动!

"&

元按摩店的身份问题一

直并不清晰"一些
"&

元按摩店

以美容美发为面目出现" 按摩

变为其附带的服务项目" 一些

"&

元按摩店以生活按摩的形式

出现" 规避了医疗按摩所需的

专业性!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卫生许可证的发

放虽然以转交工商部门"但现在

相关细则尚未出台!工商部门只

核准名称和经营项目"对休闲店

的服务项目"现行的相关管理规

定中没有限制"工商部门前去检

查"发现超范围经营"只能要求

其整改"无法取缔!

郑州市金水区卫生局一位

姓刘的工作人员说" 在出台的

相关规定中" 对休闲屋的经营

服务项目没有具体规定! 目前

卫生部门仍负责办理卫生许可

证之前" 没有为一家休闲屋办

理卫生许可证" 来卫生局办理

卫生许可证的" 都是按照美容

美发的经营范围来审批的! 如

果检查中发现经营项目违规 "

卫生部门只能下达整改告知通

知书#决定书"并不影响其继续

经营!

对
"&

元按摩店该如何治

理和管理" 郑州市部分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曾联名提议"有

关部门应制定出台关于休闲店

的管理规定"比如提高申请$门

槛%"在场地#设施#卫生条件和

上岗资格等方面提高要求+对

"&

元休闲店是否可以存在"在

法律上应有明确的说法+ 或者

对休闲店的证照审批应有严格

而明确的规定!

对于
"&

元按摩店不时出

现的盗窃现象" 郑州市二七区

检察院检察官提醒" 简易的按

摩店人员较复杂" 出入此类场

所一定要提高警惕!

案件#

老板店员共同盗窃

,

月
")

日下午
*

时
-&

分

许" 一名男子走进了郑州市齐

礼阎北一街与嵩山路附近的一

个
"&

元按摩店"他对老板说要

刮脸按摩! 老板随即给他派了

一个女孩儿!

这个女孩儿叫小汪" 在男

子进门前" 她就对他进行了快

速的观察" 她发现男子肩上挎

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包! 在她为

男子服务前" 她对另一女服务

员小琴说&$一会儿我让他把包

挂墙上" 你隔着布帘子把他包

里的钱偷走! %小琴意会!

小汪为男子刮脸后" 将男

子带到按摩间"让男子躺下"并

将他的包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就开始为他按摩!按摩过程中"

小琴从房间内走过一次" 与小

汪对了对眼神后退出!随即"小

汪一边按摩" 一边用身体将男

子的视线挡住" 小琴则趁机伸

手摸包" 并从中拿出一沓现金

后"将包摆在原位!

得手后" 小琴在外咳嗽一

声" 小汪便找机会给等在外面

的吴胜)化名*打了个电话"在

响了一声后随即挂断! 吴胜得

到信号来到店内" 小琴见到吴

胜" 顺手将那一沓钱交到他的

手上! 一次盗窃就此完成!

然而"吴胜没有想到的是"

在
-

天前" 嵩山路派出所就曾

接到一名男子的报案称 "其

"&&&

元现金在该按摩店内被

盗!吴胜刚刚得手"就被对此店

加强关注的侦查人员看到! 侦

查人员发现吴胜鬼鬼祟祟#形

迹可疑"随即上前对其盘问"并

当场从其身上提取现金
%*&&

元!

见事情败露" 吴胜只得承

认" 是他与两名服务人员共同

盗窃" 民警遂将小琴与小汪抓

获!而此时"来按摩的男子方知

自己被盗!

小汪案发后交代" 他们还

一起偷过
*

次"按照比例"她分

别分得现金
"&&

元#

%&&

元 #

+&

元#

%&&

元! 为防止顾客当时发

现被盗" 她们每次都是盗窃顾

客的部分现金!

而这只是郑州市二七区近

期发生的按摩店盗窃案中的一

案!近期"仅在该区就发生了四

五起此类案件" 而在郑州其他

区"近期也有类似案件发生!

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的检

察官说" 这些案件作案手法十

分相似" 都是店内至少两名服

务员配合"一人按摩掩护"另一

人盗窃" 并与店外人员合作转

移赃款!

$案件中"老板几乎都知道

这一情况" 甚至是老板直接鼓

励服务员盗窃"并安排配合!过

程中"老板很少出现"排除看店

的人"一旦客人发现被盗"他们

如果发现对方不好说话" 就会

稍微赔点儿钱" 如果对方好说

话" 就会把对方劝走并劝他不

要报警!此时"他们还会在后面

跟踪" 发现对方报警的话就关

门几天! 由于证据很快会被转

移"有些客人索性认赔"有些则

上门要回一点是一点" 有些即

使报案" 也不好就此案落实破

案! %检察官说!

争议行业#

!"

元按摩

曾几何时" 装修简单的
"&

元按摩店" 悄悄出现在城市的

各个角落" 几乎统一的红色门

贴成了它们的标志" 它的廉价

使得它一直拥有着稳固的市场

群!随着时间发展"不少$新兴%

店面抛弃了
"&

元的 $低品位%

定位"门头装饰略显档次"但此

类按摩店$暧昧感%却依然"它

的问题和群众对它的争议一直

存在!

争议焦点#

谁都难管的!小店"

近日" 记者走访了市内一

些
"&

元按摩店"发现几乎每家

按摩店内"不用多问几句"老板

就暗示可以$特殊服务%!

此类按摩店涉黄以及刑事

案件多发的问题" 不时见诸报

端! 据了解"虽然店小"但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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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等部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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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休闲店进

行整治" 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自公安部门对这些服务

场所的审查审批权限被取消

后" 他们对这些场所的监管力

度减小"同时"执法时只要抓不

到现行" 就无法认定休闲店存

在违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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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按摩店的身份问题一

直并不清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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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按摩店

以美容美发为面目出现" 按摩

变为其附带的服务项目" 一些

"&

元按摩店以生活按摩的形式

出现" 规避了医疗按摩所需的

专业性!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卫生许可证的发

放虽然以转交工商部门"但现在

相关细则尚未出台!工商部门只

核准名称和经营项目"对休闲店

的服务项目"现行的相关管理规

定中没有限制"工商部门前去检

查"发现超范围经营"只能要求

其整改"无法取缔!

郑州市金水区卫生局一位

姓刘的工作人员说" 在出台的

相关规定中" 对休闲屋的经营

服务项目没有具体规定! 目前

卫生部门仍负责办理卫生许可

证之前" 没有为一家休闲屋办

理卫生许可证" 来卫生局办理

卫生许可证的" 都是按照美容

美发的经营范围来审批的! 如

果检查中发现经营项目违规 "

卫生部门只能下达整改告知通

知书#决定书"并不影响其继续

经营!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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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按摩店该如何治

理和管理" 郑州市部分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曾联名提议"有

关部门应制定出台关于休闲店

的管理规定"比如提高申请$门

槛%"在场地#设施#卫生条件和

上岗资格等方面提高要求+对

"&

元休闲店是否可以存在"在

法律上应有明确的说法+ 或者

对休闲店的证照审批应有严格

而明确的规定!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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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按摩店不时出

现的盗窃现象" 郑州市二七区

检察院检察官提醒" 简易的按

摩店人员较复杂" 出入此类场

所一定要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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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进门前" 她就对他进行了快

速的观察" 她发现男子肩上挎

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包! 在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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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小琴说&$一会儿我让他把包

挂墙上" 你隔着布帘子把他包

里的钱偷走! %小琴意会!

小汪为男子刮脸后" 将男

子带到按摩间"让男子躺下"并

将他的包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就开始为他按摩!按摩过程中"

小琴从房间内走过一次" 与小

汪对了对眼神后退出!随即"小

汪一边按摩" 一边用身体将男

子的视线挡住" 小琴则趁机伸

手摸包" 并从中拿出一沓现金

后"将包摆在原位!

得手后" 小琴在外咳嗽一

声" 小汪便找机会给等在外面

的吴胜)化名*打了个电话"在

响了一声后随即挂断! 吴胜得

到信号来到店内" 小琴见到吴

胜" 顺手将那一沓钱交到他的

手上! 一次盗窃就此完成!

然而"吴胜没有想到的是"

在
-

天前" 嵩山路派出所就曾

接到一名男子的报案称 "其

"&&&

元现金在该按摩店内被

盗!吴胜刚刚得手"就被对此店

加强关注的侦查人员看到! 侦

查人员发现吴胜鬼鬼祟祟#形

迹可疑"随即上前对其盘问"并

当场从其身上提取现金
%*&&

元!

见事情败露" 吴胜只得承

认" 是他与两名服务人员共同

盗窃" 民警遂将小琴与小汪抓

获!而此时"来按摩的男子方知

自己被盗!

小汪案发后交代" 他们还

一起偷过
*

次"按照比例"她分

别分得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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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为防止顾客当时发

现被盗" 她们每次都是盗窃顾

客的部分现金!

而这只是郑州市二七区近

期发生的按摩店盗窃案中的一

案!近期"仅在该区就发生了四

五起此类案件" 而在郑州其他

区"近期也有类似案件发生!

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的检

察官说" 这些案件作案手法十

分相似" 都是店内至少两名服

务员配合"一人按摩掩护"另一

人盗窃" 并与店外人员合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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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 甚至是老板直接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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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老板很少出现"排除看店

的人"一旦客人发现被盗"他们

如果发现对方不好说话" 就会

稍微赔点儿钱" 如果对方好说

话" 就会把对方劝走并劝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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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 发现对方报警的话就关

门几天! 由于证据很快会被转

移"有些客人索性认赔"有些则

上门要回一点是一点" 有些即

使报案" 也不好就此案落实破

案! %检察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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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它一直拥有着稳固的市场

群!随着时间发展"不少$新兴%

店面抛弃了
"&

元的 $低品位%

定位"门头装饰略显档次"但此

类按摩店$暧昧感%却依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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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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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的审查审批权限被取消

后" 他们对这些场所的监管力

度减小"同时"执法时只要抓不

到现行" 就无法认定休闲店存

在违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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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并不清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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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容美发为面目出现" 按摩

变为其附带的服务项目"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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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按摩店以生活按摩的形式

出现" 规避了医疗按摩所需的

专业性!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卫生许可证的发

放虽然以转交工商部门"但现在

相关细则尚未出台!工商部门只

核准名称和经营项目"对休闲店

的服务项目"现行的相关管理规

定中没有限制"工商部门前去检

查"发现超范围经营"只能要求

其整改"无法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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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刘的工作人员说" 在出台的

相关规定中" 对休闲屋的经营

服务项目没有具体规定!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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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 一次盗窃就此完成!

然而"吴胜没有想到的是"

在
-

天前" 嵩山路派出所就曾

接到一名男子的报案称 "其

"&&&

元现金在该按摩店内被

盗!吴胜刚刚得手"就被对此店

加强关注的侦查人员看到! 侦

查人员发现吴胜鬼鬼祟祟#形

迹可疑"随即上前对其盘问"并

当场从其身上提取现金
%*&&

元!

见事情败露" 吴胜只得承

认" 是他与两名服务人员共同

盗窃" 民警遂将小琴与小汪抓

获!而此时"来按摩的男子方知

自己被盗!

小汪案发后交代" 他们还

一起偷过
*

次"按照比例"她分

别分得现金
"&&

元#

%&&

元 #

+&

元#

%&&

元! 为防止顾客当时发

现被盗" 她们每次都是盗窃顾

客的部分现金!

而这只是郑州市二七区近

期发生的按摩店盗窃案中的一

案!近期"仅在该区就发生了四

五起此类案件" 而在郑州其他

区"近期也有类似案件发生!

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的检

察官说" 这些案件作案手法十

分相似" 都是店内至少两名服

务员配合"一人按摩掩护"另一

人盗窃" 并与店外人员合作转

移赃款!

$案件中"老板几乎都知道

这一情况" 甚至是老板直接鼓

励服务员盗窃"并安排配合!过

程中"老板很少出现"排除看店

的人"一旦客人发现被盗"他们

如果发现对方不好说话" 就会

稍微赔点儿钱" 如果对方好说

话" 就会把对方劝走并劝他不

要报警!此时"他们还会在后面

跟踪" 发现对方报警的话就关

门几天! 由于证据很快会被转

移"有些客人索性认赔"有些则

上门要回一点是一点" 有些即

使报案" 也不好就此案落实破

案! %检察官说!

争议行业#

!"

元按摩

曾几何时" 装修简单的
"&

元按摩店" 悄悄出现在城市的

各个角落" 几乎统一的红色门

贴成了它们的标志" 它的廉价

使得它一直拥有着稳固的市场

群!随着时间发展"不少$新兴%

店面抛弃了
"&

元的 $低品位%

定位"门头装饰略显档次"但此

类按摩店$暧昧感%却依然"它

的问题和群众对它的争议一直

存在!

争议焦点#

谁都难管的!小店"

近日" 记者走访了市内一

些
"&

元按摩店"发现几乎每家

按摩店内"不用多问几句"老板

就暗示可以$特殊服务%!

此类按摩店涉黄以及刑事

案件多发的问题" 不时见诸报

端! 据了解"虽然店小"但郑州

市管城公安分局曾联合工商 #

卫生等部门对
"&

元休闲店进

行整治" 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自公安部门对这些服务

场所的审查审批权限被取消

后" 他们对这些场所的监管力

度减小"同时"执法时只要抓不

到现行" 就无法认定休闲店存

在违法活动!

"&

元按摩店的身份问题一

直并不清晰"一些
"&

元按摩店

以美容美发为面目出现"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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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按摩店以生活按摩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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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性!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卫生许可证的发

放虽然以转交工商部门"但现在

相关细则尚未出台!工商部门只

核准名称和经营项目"对休闲店

的服务项目"现行的相关管理规

定中没有限制"工商部门前去检

查"发现超范围经营"只能要求

其整改"无法取缔!

郑州市金水区卫生局一位

姓刘的工作人员说" 在出台的

相关规定中" 对休闲屋的经营

服务项目没有具体规定! 目前

卫生部门仍负责办理卫生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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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卫生许可证" 来卫生局办理

卫生许可证的" 都是按照美容

美发的经营范围来审批的! 如

果检查中发现经营项目违规 "

卫生部门只能下达整改告知通

知书#决定书"并不影响其继续

经营!

对
"&

元按摩店该如何治

理和管理" 郑州市部分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曾联名提议"有

关部门应制定出台关于休闲店

的管理规定"比如提高申请$门

槛%"在场地#设施#卫生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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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休闲店是否可以存在"在

法律上应有明确的说法+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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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

元按摩店不时出

现的盗窃现象" 郑州市二七区

检察院检察官提醒" 简易的按

摩店人员较复杂" 出入此类场

所一定要提高警惕!

案件#

真烟转眼变假烟

现年
%%

岁的被告人刘春丽是夏邑县郭

庄乡无业人员! 不久前"刘春丽来到郑州"在

郑州市文化宫路开了一家礼品回收店! 当其

发现卷烟价值高#$获利%大的情况后"便起了

用$掉包%的方式来盗窃他人卷烟的邪念! 随

后"刘春丽纠集老乡杨红健和王向伟共同发

财致富"得到两人的响应! 法院经审理查明"

%&&'

年
(

月
")

日
"*

时许"被告人刘春丽伙

同杨红健#王向伟在郑州市汝河路与文化宫

路交叉口向南
"&&

米路西礼品回收店内"趁

前来卖烟的被害人王某不注意" 将王某的
(

条真软中华烟换成
(

条假软中华烟!

%&&'

年

(

月
"+

日"被告人刘春丽#杨红健#王向伟被

公安机关抓获! 经鉴定"被盗的
(

条软中华

香烟价值
%'&&

元!

据刘春丽供述"这些所谓的高档烟都是

他们以每条
"&

元左右的价格从黑市买来

的! 假烟买回来后"放到自己的$礼品回收%

店里"主要就是见机行事"一般找妇女和老

年人下手! 如果卖烟的人不注意"就偷偷地

将他们的真烟换掉" 如果卖烟的人非常谨

慎"就不换了"给他们很低的价钱购买! 在换

烟过程中" 由一名团伙成员吸引卖主注意

力"另外
%

名成员借口鉴定香烟真假进行掉

包! 掉包后"他们会以卖主的烟有水珠等为

由拒绝回收! 这些假烟的外包装跟正常的没

有两样"里面则是最便宜的假烟!

郑州市中原区法院法官程岗说"据其了

解"通过$礼品回收%的方式以次换好的盗窃

方式"其实在$礼品回收%行业内并不鲜见!

争议行业#

礼品回收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活

动的频繁" 高档烟酒礼品的往来频率增大!

数年前"不少烟酒店的门口挂起了$礼品回

收%的招牌"由于刚出现时生意火爆"还有人

专门开店经营! 一些人认为"礼品回收的出

现"减少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买方卖方双

赢"但也有人认为将礼品转卖的"多是有权

有势之人"这种$变现%的方式容易助长腐败!

同时" 由于其经营方式有违正常经营活动"

也被有关部门不时查处制止!

争议焦点#

无照经营$ 洗钱方式$

近日"记者走访了几家烟酒店"虽然没

有悬挂$礼品回收%的招牌"但一旦问起是否

可以回收礼品"均表示可以! 其中"一位烟酒

店老板还直言说&$烟酒店回收礼品大家都知

道"挂牌子干啥"净给自己找麻烦! %

中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人员张某

说&$礼品回收根本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张某

说"礼品回收店的$香烟回收%属于非法进货"

通过这种黑市交易"烟贩会用掉包#以次充好

等手段坑蒙消费者" 最后达到谋取私利的目

的! 张某说"烟酒不是一般产品"对于属于食

品类的酒要有卫生许可证才能经营" 而烟则

必须有烟草专卖证才能经营" 没有卫生许可

证或烟草专卖证" 甚至连营业执照都没有的

$礼品回收% 属于明显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

是要坚决取缔的! 那些在$礼品回收%中将烟

酒掉包或卖假烟假酒的行为是欺诈或经营假

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一经查明"要严肃处

理! 另外"根据国家相关行政法规规定"经营

食品是要符合食品准入手续的" 而且还要检

验食品来源"在这方面"$礼品回收%给检验食

品来源带来了不便!工商部门一直就没有$礼

品回收%这项注册业务"市面上的那些礼品回

收店"全是无照经营和超范围经营!

张某说" 由于礼品回收店的成本低#流

动性大"多为暗中交易"取证困难成了对这些

店进行处罚的最大问题!像在一些检查中"很

多礼品回收店的店主坚持说" 他们将礼品回

收过来后"是为了用来自己消费"不进行经营

销售! 这样一来"就被他们钻了空子! 因此"

$回收礼品只为自己消费%的借口"成为不少

回收礼品经营者避开有关部门检查的主要手

段!

河南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祖勤说"目

前虽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礼品回收店的

经营属于违法" 但是礼品回收店如果没有明

确的经营执照和经营许可" 就是违反了工商

管理部门的相关法规! 而且私下收购烟酒礼

品属超范围经营"存在着严重的偷漏税现象"

属于被取缔范围!此外"如果礼品本身来路不

明" 并且数额较大" 那么礼品本身就属于赃

物"买卖赃物则属于违法行为"所以其买卖行

为不受$消法%的保护!

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张建成说"

回收礼品实质上是一种洗钱方式" 一些贪官

通过此种方式"将接受贿赂赃物变现"是一种

变相洗钱! 张建成说"同时"由于卖礼品的人

基本不要发票" 存在严重的漏税和违法经营

烟草现象! '烟草专卖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二款明确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的企业

或个人" 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

货" 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监督管

理!%也就是说"除了当地烟草批发企业"其他

进货渠道都是非法的!

案件#

真烟转眼变假烟

现年
%%

岁的被告人刘春丽是夏邑县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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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文化宫路开了一家礼品回收店! 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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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掉包%的方式来盗窃他人卷烟的邪念! 随

后"刘春丽纠集老乡杨红健和王向伟共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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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明确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的企业

或个人" 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

货" 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监督管

理!%也就是说"除了当地烟草批发企业"其他

进货渠道都是非法的!

案件#

真烟转眼变假烟

现年
%%

岁的被告人刘春丽是夏邑县郭

庄乡无业人员! 不久前"刘春丽来到郑州"在

郑州市文化宫路开了一家礼品回收店! 当其

发现卷烟价值高#$获利%大的情况后"便起了

用$掉包%的方式来盗窃他人卷烟的邪念! 随

后"刘春丽纠集老乡杨红健和王向伟共同发

财致富"得到两人的响应! 法院经审理查明"

%&&'

年
(

月
")

日
"*

时许"被告人刘春丽伙

同杨红健#王向伟在郑州市汝河路与文化宫

路交叉口向南
"&&

米路西礼品回收店内"趁

前来卖烟的被害人王某不注意" 将王某的
(

条真软中华烟换成
(

条假软中华烟!

%&&'

年

(

月
"+

日"被告人刘春丽#杨红健#王向伟被

公安机关抓获! 经鉴定"被盗的
(

条软中华

香烟价值
%'&&

元!

据刘春丽供述"这些所谓的高档烟都是

他们以每条
"&

元左右的价格从黑市买来

的! 假烟买回来后"放到自己的$礼品回收%

店里"主要就是见机行事"一般找妇女和老

年人下手! 如果卖烟的人不注意"就偷偷地

将他们的真烟换掉" 如果卖烟的人非常谨

慎"就不换了"给他们很低的价钱购买! 在换

烟过程中" 由一名团伙成员吸引卖主注意

力"另外
%

名成员借口鉴定香烟真假进行掉

包! 掉包后"他们会以卖主的烟有水珠等为

由拒绝回收! 这些假烟的外包装跟正常的没

有两样"里面则是最便宜的假烟!

郑州市中原区法院法官程岗说"据其了

解"通过$礼品回收%的方式以次换好的盗窃

方式"其实在$礼品回收%行业内并不鲜见!

争议行业#

礼品回收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活

动的频繁" 高档烟酒礼品的往来频率增大!

数年前"不少烟酒店的门口挂起了$礼品回

收%的招牌"由于刚出现时生意火爆"还有人

专门开店经营! 一些人认为"礼品回收的出

现"减少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买方卖方双

赢"但也有人认为将礼品转卖的"多是有权

有势之人"这种$变现%的方式容易助长腐败!

同时" 由于其经营方式有违正常经营活动"

也被有关部门不时查处制止!

争议焦点#

无照经营$ 洗钱方式$

近日"记者走访了几家烟酒店"虽然没

有悬挂$礼品回收%的招牌"但一旦问起是否

可以回收礼品"均表示可以! 其中"一位烟酒

店老板还直言说&$烟酒店回收礼品大家都知

道"挂牌子干啥"净给自己找麻烦! %

中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人员张某

说&$礼品回收根本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张某

说"礼品回收店的$香烟回收%属于非法进货"

通过这种黑市交易"烟贩会用掉包#以次充好

等手段坑蒙消费者" 最后达到谋取私利的目

的! 张某说"烟酒不是一般产品"对于属于食

品类的酒要有卫生许可证才能经营" 而烟则

必须有烟草专卖证才能经营" 没有卫生许可

证或烟草专卖证" 甚至连营业执照都没有的

$礼品回收% 属于明显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

是要坚决取缔的! 那些在$礼品回收%中将烟

酒掉包或卖假烟假酒的行为是欺诈或经营假

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一经查明"要严肃处

理! 另外"根据国家相关行政法规规定"经营

食品是要符合食品准入手续的" 而且还要检

验食品来源"在这方面"$礼品回收%给检验食

品来源带来了不便!工商部门一直就没有$礼

品回收%这项注册业务"市面上的那些礼品回

收店"全是无照经营和超范围经营!

张某说" 由于礼品回收店的成本低#流

动性大"多为暗中交易"取证困难成了对这些

店进行处罚的最大问题!像在一些检查中"很

多礼品回收店的店主坚持说" 他们将礼品回

收过来后"是为了用来自己消费"不进行经营

销售! 这样一来"就被他们钻了空子! 因此"

$回收礼品只为自己消费%的借口"成为不少

回收礼品经营者避开有关部门检查的主要手

段!

河南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祖勤说"目

前虽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礼品回收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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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属超范围经营"存在着严重的偷漏税现象"

属于被取缔范围!此外"如果礼品本身来路不

明" 并且数额较大" 那么礼品本身就属于赃

物"买卖赃物则属于违法行为"所以其买卖行

为不受$消法%的保护!

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张建成说"

回收礼品实质上是一种洗钱方式" 一些贪官

通过此种方式"将接受贿赂赃物变现"是一种

变相洗钱! 张建成说"同时"由于卖礼品的人

基本不要发票" 存在严重的漏税和违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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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礼品经营者避开有关部门检查的主要手

段!

河南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祖勤说"目

前虽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礼品回收店的

经营属于违法" 但是礼品回收店如果没有明

确的经营执照和经营许可" 就是违反了工商

管理部门的相关法规! 而且私下收购烟酒礼

品属超范围经营"存在着严重的偷漏税现象"

属于被取缔范围!此外"如果礼品本身来路不

明" 并且数额较大" 那么礼品本身就属于赃

物"买卖赃物则属于违法行为"所以其买卖行

为不受$消法%的保护!

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张建成说"

回收礼品实质上是一种洗钱方式" 一些贪官

通过此种方式"将接受贿赂赃物变现"是一种

变相洗钱! 张建成说"同时"由于卖礼品的人

基本不要发票" 存在严重的漏税和违法经营

烟草现象! '烟草专卖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二款明确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的企业

或个人" 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

货" 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监督管

理!%也就是说"除了当地烟草批发企业"其他

进货渠道都是非法的!

案件#

真烟转眼变假烟

现年
%%

岁的被告人刘春丽是夏邑县郭

庄乡无业人员! 不久前"刘春丽来到郑州"在

郑州市文化宫路开了一家礼品回收店! 当其

发现卷烟价值高#$获利%大的情况后"便起了

用$掉包%的方式来盗窃他人卷烟的邪念! 随

后"刘春丽纠集老乡杨红健和王向伟共同发

财致富"得到两人的响应! 法院经审理查明"

%&&'

年
(

月
")

日
"*

时许"被告人刘春丽伙

同杨红健#王向伟在郑州市汝河路与文化宫

路交叉口向南
"&&

米路西礼品回收店内"趁

前来卖烟的被害人王某不注意" 将王某的
(

条真软中华烟换成
(

条假软中华烟!

%&&'

年

(

月
"+

日"被告人刘春丽#杨红健#王向伟被

公安机关抓获! 经鉴定"被盗的
(

条软中华

香烟价值
%'&&

元!

据刘春丽供述"这些所谓的高档烟都是

他们以每条
"&

元左右的价格从黑市买来

的! 假烟买回来后"放到自己的$礼品回收%

店里"主要就是见机行事"一般找妇女和老

年人下手! 如果卖烟的人不注意"就偷偷地

将他们的真烟换掉" 如果卖烟的人非常谨

慎"就不换了"给他们很低的价钱购买! 在换

烟过程中" 由一名团伙成员吸引卖主注意

力"另外
%

名成员借口鉴定香烟真假进行掉

包! 掉包后"他们会以卖主的烟有水珠等为

由拒绝回收! 这些假烟的外包装跟正常的没

有两样"里面则是最便宜的假烟!

郑州市中原区法院法官程岗说"据其了

解"通过$礼品回收%的方式以次换好的盗窃

方式"其实在$礼品回收%行业内并不鲜见!

争议行业#

礼品回收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活

动的频繁" 高档烟酒礼品的往来频率增大!

数年前"不少烟酒店的门口挂起了$礼品回

收%的招牌"由于刚出现时生意火爆"还有人

专门开店经营! 一些人认为"礼品回收的出

现"减少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买方卖方双

赢"但也有人认为将礼品转卖的"多是有权

有势之人"这种$变现%的方式容易助长腐败!

同时" 由于其经营方式有违正常经营活动"

也被有关部门不时查处制止!

争议焦点#

无照经营$ 洗钱方式$

近日"记者走访了几家烟酒店"虽然没

有悬挂$礼品回收%的招牌"但一旦问起是否

可以回收礼品"均表示可以! 其中"一位烟酒

店老板还直言说&$烟酒店回收礼品大家都知

道"挂牌子干啥"净给自己找麻烦! %

中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人员张某

说&$礼品回收根本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张某

说"礼品回收店的$香烟回收%属于非法进货"

通过这种黑市交易"烟贩会用掉包#以次充好

等手段坑蒙消费者" 最后达到谋取私利的目

的! 张某说"烟酒不是一般产品"对于属于食

品类的酒要有卫生许可证才能经营" 而烟则

必须有烟草专卖证才能经营" 没有卫生许可

证或烟草专卖证" 甚至连营业执照都没有的

$礼品回收% 属于明显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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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是要符合食品准入手续的" 而且还要检

验食品来源"在这方面"$礼品回收%给检验食

品来源带来了不便!工商部门一直就没有$礼

品回收%这项注册业务"市面上的那些礼品回

收店"全是无照经营和超范围经营!

张某说" 由于礼品回收店的成本低#流

动性大"多为暗中交易"取证困难成了对这些

店进行处罚的最大问题!像在一些检查中"很

多礼品回收店的店主坚持说" 他们将礼品回

收过来后"是为了用来自己消费"不进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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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品回收% 属于明显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

是要坚决取缔的! 那些在$礼品回收%中将烟

酒掉包或卖假烟假酒的行为是欺诈或经营假

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一经查明"要严肃处

理! 另外"根据国家相关行政法规规定"经营

食品是要符合食品准入手续的" 而且还要检

验食品来源"在这方面"$礼品回收%给检验食

品来源带来了不便!工商部门一直就没有$礼

品回收%这项注册业务"市面上的那些礼品回

收店"全是无照经营和超范围经营!

张某说" 由于礼品回收店的成本低#流

动性大"多为暗中交易"取证困难成了对这些

店进行处罚的最大问题!像在一些检查中"很

多礼品回收店的店主坚持说" 他们将礼品回

收过来后"是为了用来自己消费"不进行经营

销售! 这样一来"就被他们钻了空子! 因此"

$回收礼品只为自己消费%的借口"成为不少

回收礼品经营者避开有关部门检查的主要手

段!

河南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祖勤说"目

前虽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礼品回收店的

经营属于违法" 但是礼品回收店如果没有明

确的经营执照和经营许可" 就是违反了工商

管理部门的相关法规! 而且私下收购烟酒礼

品属超范围经营"存在着严重的偷漏税现象"

属于被取缔范围!此外"如果礼品本身来路不

明" 并且数额较大" 那么礼品本身就属于赃

物"买卖赃物则属于违法行为"所以其买卖行

为不受$消法%的保护!

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张建成说"

回收礼品实质上是一种洗钱方式" 一些贪官

通过此种方式"将接受贿赂赃物变现"是一种

变相洗钱! 张建成说"同时"由于卖礼品的人

基本不要发票" 存在严重的漏税和违法经营

烟草现象! '烟草专卖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二款明确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的企业

或个人" 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

货" 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监督管

理!%也就是说"除了当地烟草批发企业"其他

进货渠道都是非法的!

案件#

真烟转眼变假烟

现年
%%

岁的被告人刘春丽是夏邑县郭

庄乡无业人员! 不久前"刘春丽来到郑州"在

郑州市文化宫路开了一家礼品回收店! 当其

发现卷烟价值高#$获利%大的情况后"便起了

用$掉包%的方式来盗窃他人卷烟的邪念!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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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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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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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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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挂牌子干啥"净给自己找麻烦! %

中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人员张某

说&$礼品回收根本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张某

说"礼品回收店的$香烟回收%属于非法进货"

通过这种黑市交易"烟贩会用掉包#以次充好

等手段坑蒙消费者" 最后达到谋取私利的目

的! 张某说"烟酒不是一般产品"对于属于食

品类的酒要有卫生许可证才能经营" 而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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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礼品只为自己消费%的借口"成为不少

回收礼品经营者避开有关部门检查的主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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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祖勤说"目

前虽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礼品回收店的

经营属于违法" 但是礼品回收店如果没有明

确的经营执照和经营许可" 就是违反了工商

管理部门的相关法规! 而且私下收购烟酒礼

品属超范围经营"存在着严重的偷漏税现象"

属于被取缔范围!此外"如果礼品本身来路不

明" 并且数额较大" 那么礼品本身就属于赃

物"买卖赃物则属于违法行为"所以其买卖行

为不受$消法%的保护!

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张建成说"

回收礼品实质上是一种洗钱方式" 一些贪官

通过此种方式"将接受贿赂赃物变现"是一种

变相洗钱! 张建成说"同时"由于卖礼品的人

基本不要发票" 存在严重的漏税和违法经营

烟草现象! '烟草专卖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二款明确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的企业

或个人" 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

货" 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监督管

理!%也就是说"除了当地烟草批发企业"其他

进货渠道都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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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礼品的店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