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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秋季，鹿邑县开展了
“打击食品犯罪”专项行动。该县
宋河镇派出所民警在对街上的饭
店、餐馆进行例行检查时，抽取了
一些生菜和熟菜样品送去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其中的猪舌头等
卤肉内含有工业松香成分。该镇
派出所民警立即对此进行立案，
着手对被抽查的餐饮单位进行深
入调查，对这些有毒卤猪肉进行
了追根溯源。

经营户告诉承办民警，这些
卤猪肉都是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
送的。然而此人的真实姓名、年
龄及住址，大家都不清楚，只知道
每次送货他都是骑着电三轮。他
送的卤肉干净、很少残留猪毛，商
户们在价钱和质量上都比较满
意，也没怀疑过，双方也没发生过
纠纷，再加上其面相普通、看似厚
道，从头到脚一副寻常村民打扮，
也就未对其寻根问底。办案民警
留下了举报电话，要求商户们再
次遇到那个神秘的送货人时打电
话告诉派出所。

可是等了一天、两天、三天……
苦等举报信息的民警一无所获。
民警心生一计，于次日换上便装，
悄悄地蹲守在这些饭店、餐馆的不
远处，期待能找出那个送肉人。

一连等了几天，望眼欲穿的
民警看到了一个个头中等、皮肤
黝黑、面相普通，骑着电三轮的
人。电三轮车厢里满满地装载着
什么东西，上面盖着一张布，捂得
严严实实的，民警看不出是什
么。待这辆电三轮进入一家饭店
的院子后，守候的民警悄悄地尾
随到大门口，屏住呼吸看看那人
到底从车厢里能拿出什么东西。
果不其然，那人从车厢里提出了
一块肉状的东西，民警急忙走上
前仔细看，果然是卤肉。

民警从饭店老板那确认此人
就是送抽检卤肉的人后，便询问
送货人基本情况。原来，此人叫
徐如科，初中毕业，系宋河镇潘庄
行政村小徐庄人，猪肉作坊就设
在家里。

民警随着徐如科赶到徐家。在这个普通
的农家小院，民警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
被这个猪肉作坊的恶劣生产环境震惊了：小院
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刺鼻气味，院子里杂乱无
章，地面上暗红色的污水横流，几个肮脏的泔
水桶胡乱地堆放着，一些蝇子嗡嗡起舞。用砖

和石棉瓦搭起的简易棚下架着一口大锅，锅灶
下的劣质煤正在燃烧，冒起的浓烟盘旋不去，
一大锅黑乎乎的不知名的液体正在沸腾，里面
还有块状的物体翻滚在黑色的液体中……

民警立即勒令徐如科夫妇停止作业，并从
该猪肉作坊中提取了卤肉（猪舌头熟食）250

克、卤肉汤 250克、工业松香 100克等样品。接
受委托的专门机构对这些样品作出的检测结
果是：徐如科所生产的猪舌头内含有工业松
香成分。而工业松香内的铅和毒素，会对人体
肝肾造成伤害或致癌。根据相关规定，使用工
业松香为畜禽类肉制品脱毛，属于违法行为。

鹿邑县公安局宋河镇派出所在固定了徐
如科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证据后，2014
年 10月 28日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依法报鹿邑县检察院批准逮捕，并依法移送
提请检察机关对其犯罪事实进行审查起诉。

鹿邑县检察院公诉科承办检察官对宋河
镇派出所移送的案卷进行了审阅后，在10月31
日对徐如科进行了讯问。讯问时，徐如科的态
度出乎承办检察官意料，徐如科矢口否认自己
事先知道脱猪毛用的东西是工业松香，更否认
自己事先知道工业松香对人体有危害。

徐如科向承办检察官供述，他在做卤肉
时，用的是购买的已加工生猪头、生猪蹄、生
肠子等猪下水，然后自己煮熟。对于检察官
讯问的所用作料，徐如科指认了八角、桂皮、

大茴香、小茴香等。被问到是否经常使用工
业松香时，徐如科断然否认，一口咬定自己
对于购买的生猪头等猪肉上的残留猪毛基
本上都用喷火枪烧。承办检察官以现有证
据不足，不足以对徐如科立案为由，把徐如
科案卷退回公安机关对现有证据进行补充
侦查。

11月4日，该检察院再次接收到公安机关对
证据进行重新补充后的案卷，承办检察官对徐如
科进行了第二次讯问，首先拿出了徐如科妻子张
某的证言。张某供述说，她和徐如科从1995年
就开始做卤肉生意，原来的生猪头是从邻近的郸
城县进的，进来时猪头上的毛已经被人家用工业
松香煺掉了，回来后徐如科用清水把猪头肉洗干
净煮熟后就做成卤肉了。这家供货商不干后，徐

如科就自己下乡收购生猪头，用工业松香处理后
做成卤肉卖，工业松香除毛的猪头肉白净、卖相
好。至于自家所用工业松香的来源，张某说徐如
科曾告诉自己是商丘人送的。

徐如科狡辩称妻子是文盲，对于工业松香根
本没有认知能力。眼见徐如科一味坚持自己正
当经营的态度，承办检察官拿出了专业机构对徐
如科所生产售卖卤肉的检验结果、抽检卤肉样
品、徐如科煮卤肉所用的大锅及锅中残留物（凝
结在锅底的工业松香）等资料后，徐如科看了一
眼低头不语。检察官又向徐如科出示了其朋友
卢某的证言。卢某称，他去过徐如科家，看见徐
如科先用工业松香拔干净收买的生猪头上的毛，
接着加入水和作料一起煮熟后做成卤肉。在铁
证面前，徐如科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徐如科供认，自 1995年至 2012年，他从邻
县郸城一家冷冻食品批发店购买用工业松香
处理过的猪肉，后在自家的手工作坊内制成卤
肉销售。自2012年以来，他不再从郸城购进生
猪头，自己下乡买些生猪头或收购一些屠宰户
送上门的生猪头，然后他自己在家使用工业松
香把猪毛处理好后，再制成卤肉销售。

徐如科坦承，他从郸城县批发猪肉时，就从那
里的老板口中得知，其批发的猪肉上残留的黑色
东西就是工业松香，用这种东西除毛的猪肉看起
来白净、品相好，既省力气，又能卖个好价钱。

徐如科在检测结论面前，不再坚持原先自

己用喷火枪为猪肉除毛的说法，默认了自己经
常性使用工业松香，并补充说工业松香是一个
不知姓名的商丘人送的，一次送来四五斤。

虽然已经初步使徐如科承认了制作、出售
用工业松香处理过的卤肉，为其涉嫌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了性，但为了进一步确保
在起诉犯罪嫌疑人徐如科时对法院提出检察
建议既定罪准确，又量刑适当，使其受到应有
的法律制裁，承办检察官根据已有物证、人证
及徐如科本人所作供述，进一步围绕徐如科制
作销售经工业松香除毛卤肉的时间、批次、平
均量、相关所得收入等方面，讯问了徐如科。

依据徐如科妻子张某等人的证言和徐如科
的供述，承办检察官确认了徐如科做卤肉生意的
时间跨度，即从1995年直至2013年10月26日被
公安机关查处。基本可以认定的是，这中间徐如
科使用的猪肉都是用工业松香脱过毛的。

徐如科供述，他一天能生产两三套猪下水
（卤猪肉），40多斤，能卖六七百块钱。

目前，在形成一条事实清楚、衔接严密、相
互印证的证据链的基础上，鹿邑县检察院已经
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依法把徐如
科起诉到了鹿邑县法院。徐如科一案目前正
在审理过程中。

端倪初见
餐馆饭店现毒卤肉

初战告捷 端掉毒卤肉黑作坊

□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王未昌

毒卤肉案侦破记
核心提示

鹿邑县检察院经过几个月的
侦查查实：鹿邑县宋河镇潘庄行政
村小徐庄人徐如科用国家禁用的非
食品原料工业松香处理猪肉上的猪
毛，并制成卤肉销售，事实清楚、证据
确凿。鹿邑县检察院已经以涉嫌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依法
将徐如科起诉到了鹿邑县

法院。

●中共郑州市二七区委对外宣传
办公室不慎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正、副本，证书号为：14101030
0290，特此声明作废。

●汝南县弘丰纺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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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河南省平舆县
电信分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丢
失，代码75389551－5声明作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平舆分
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不慎丢
失，代码：68077235-3声明作废。
●平舆县第十五小学组织机构
证正本丢失，代码：41896892－
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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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皮肤顽癣好付款
13373937377
专家医院纯中药治疗

168
元

医 疗

诚信要账
定位婚调 事成收费

177371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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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厂常年发放纯手工活，诚招各地代理，
加工免费、提供原料、承担运费、税收、无
需厂房、工具简单易学、男女都可，每人日
收入150元，预付加工费80％，负责人工
资4000元，签订法律合同，当日发货。
地址：新乡市南郊新原路开发区
联系人：杨经理 电话：13140595188

手工活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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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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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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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新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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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清存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1
32219471129572342声明作废。
●谢红志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
727198309223118声明作废。

●濮阳县川大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遗失，证号：41090119
4508152719，声明作废。
●宜阳县香鹿山镇香泉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副本遗失，证号：
08555715-7，声明作废。
●临颍县跃强种植专业合作社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11
22NA000034X，声明作废。
●确山县林业局种苗站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遗失，证号：68567
5819，声明作废。

●临颍县祥成木业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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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川大汽车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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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丘县联企劳务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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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颍县跃强种植专业合作社
经社员大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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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夏邑县鸿运物业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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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润美铝塑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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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新金源棉业有限公司于
2015年3月25日经股东会议
决定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
公司清算组，清算组由股东组
成，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联系人：陈先生 联
系电话：13803872077。

注销公告

法律服务

声明公告

●商丘诚义隆寄卖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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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固德商贸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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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佳元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股东会于2015年3月25日决定解
散公司，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虞城县亮银新型墙体材料厂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25200000705，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