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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利剑

雷霆出击抓捕境外逃犯

保民安

—淮北市公安局全力打击经济犯罪
——

■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谷朋朋 李玉环
本报讯 全国经侦部门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所占
的比例越来越高。在我市公安系统就有一个专门负责侦办经济犯
罪案件的公安队伍。他们在这个没有硝烟的经济犯罪侦查战场，
用勇气和智慧守护好辖区企业和市民的“钱袋子”，为全市经济
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猎狐 2018”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市公安局杜集分局认真梳
理在册境外逃犯， 多次与部
局、省厅和国际刑警组织沟通
联系，对症下药，多策并举，积
极开展境外追逃工作。通过近
3 年的艰苦工作，成功抓获网
上逃犯黎某、林某。
2015 年 10 月，犯罪嫌疑
人黎某、林某明知所销售冷冻
食品为无检疫检验的产品，为
了谋取非法利益，他们将总价
值为 100 万元的产品销售牟
利， 案发后两人纷纷逃至境
外。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李玉环

重拳出击，严打经济犯罪
近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联
合国家税务总局淮北市稽查局，
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案件， 抓获 9 名嫌疑
人， 涉及虚开金额 3.47 亿元，增
值税税额 5054 万元， 消费税额
1.42 亿元，犯罪嫌疑人张某、杨某
等人被依法判刑。
在打击传销“皖剑——
—2018”
行动中，经侦支队联合县、分局，
并积极协调工商、综治、文明办、
金融办等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

识别假冒白酒。

展集中清理整治传销活动工作。
集中清理整治期间，经侦支队与
相关部门共联合开展 6 次集中清
查行动，开展“进校园、进社区、
进企业、进车站、进市场”的“五
进”宣传活动 13 次，印制发放“打
传”宣传材料 10 万份，对经侦云
端行动系统下发的跨区域传销
犯罪案件立案侦查，捣毁“宝健”
“民族资产”传销窝点 2 个，打掉
网络传销窝点 1 个，处理涉传投
诉举报 11 起， 排查出租房 5000
余间次，清查群众举报的涉传公
司 5 个。 通过打击、宣传并行的 集中清理整治工作方案，营造出
了一个诚实守信、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
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
定”的要求，长期以来，经侦部门
始终把党委政府关注、群众反映
强烈、社会影响恶劣、涉案金额
巨大的重特大经济犯罪案件作
为重中之重，始终保持严打高压
态势，先后组织开展了打击传销
犯罪、打击银行卡犯罪，制售伪
劣商品犯罪， 以及深入开展了
“打击非法集资犯罪”“打击涉税
犯罪”等多项专项行动，同时，强
力推进经侦领域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
近两年来，全市经侦部门共

开展打击经济犯罪宣传工作。

特大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案告破
受理经济犯罪案件 290 起,立 202
起，破 143 起，抓获犯罪嫌疑 244
人， 起诉 176 人。 挽回经济损失
3.64 亿元。 2018 年办理上级领导
交办案件 55 起次。 其中，立非法
集资案件 10 起，涉案资金约 4.25
亿元，挽回经济损失 314 万元；立
涉 税 案 70 起 ， 挽 回 经 济 损 失
1830 万元；立信用卡诈骗案件 44
起，挽回经济损失 181 万元，收缴
假币 82 万余元。

新执法理念为先导，以提高依法
履职能力为核心，以提升民警法
律素质为重点，以加强执法监督
为保障，有力地推动了经侦工作
实现新发展、新跨越。
为充分发挥经侦打击和预防
经济犯罪的职能作用，全市经侦
部门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全面加
强经侦部门信息化建设，全面提
升经侦部门数据化实战能力。 对
重点地区、热点问题坚持风险预
警通报机制。 经侦部门依托智慧
皖警大数据实战应用体系和平台
建设，提升经侦系统整体打击质
经侦支队始终把执法规范 量和效果；深入推进经侦警务实
化建设作为提升经侦工作和队 战化改革。 围绕“机构重组、职能
伍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来抓，以创 优化、资源整合、勤务规范”的改
革思路，从适应经侦实战化出发，
将业务整合为三大部分，深化了
现代经侦警务新机制运行；加强
执法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经侦
民警执法办案能力。 每季度结合
经侦部门重点执法问题巡查工
作， 组织开展经侦部门执法大检
查，抽调专人抽查卷宗，发现问题
及时整改，有效提升了经侦部门
执法办案水平。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经
侦部门全体不懈努力下，一位经
侦民警在全国公安机关经侦部门
“论剑 2018” 经侦数据化大比武
中取得全国第七、荣获三等奖的
好成绩，并获评首批全国公安机
关税侦领军人才。

规范执法，提高办案能力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任文扬
本报讯

日前，市公安局
经侦支队联合国家税务总局
淮北市稽查局， 成功破获一
起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案件，抓获嫌疑人 9 名，涉及
虚开金额 3.47 亿元， 增值税
税 额 5054 万 元 ， 消 费 税 额
1.42 亿元。
近期， 经侦支队应国家
税务总局淮北市稽查局要求
提前介入一起涉嫌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案件， 经组织警
力开展侦查发现： 我市涉案
某公司在没有任何真实业务
情况下，为了偷逃消费税，通
过做“变票”业务，将非应税

护航农资
质量安全

拘你没商量！

烈山分局经侦大队成功破获
一起销售假冒阿迪达斯、耐
克等知名品牌体育商品案
件，查获假冒阿迪达斯、耐克
品牌的服装、 运动鞋 200 余
件，涉案金额达 12 余万元。
2018 年 11 月 20 日 ， 烈
山分局经侦大队接到线索，
在烈山工人村大街有人销售
假冒的耐克运动鞋。 接报后，
烈山分局经侦大队立即对该
线索展开全面摸排调查，通
过蹲点守候， 初步锁定嫌疑
人为工人村大街西段的一家
鞋服店老板武某。
在经过一周的缜密侦查
后，11 月 26 日， 民警成功在
该店内， 将正在向顾客推销
假冒品牌运动鞋的武某抓

近日，为进一步规范农资市场秩
序，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保障农业生
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结合农业生产
春耕备播的节点，淮北市公安局烈山
分局经侦大队走进辖区农资经营部
门进行检查和宣传，为保障我市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做
出积极贡献。
■ 通讯员 蔡怡新 摄影报道

打击非法集资 共创社会和谐
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
众存款。
三、混淆投资理财概念，让群
众在眼花缭乱的新名词前失去判
断。不法分子有的利用电子黄金、
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的名词
迷惑群众, 假称为新的投资工具
或金融产品； 有的利用专卖、代
理、加盟连锁、消费增值返利、电
子商务等新的经营方式为幌子,
欺骗群众投资。
四、装点门面,用合法的外衣
或名人效应骗取群众信任。 为给
犯罪活动披上合法外衣, 不法分
子往往成立公司, 办理完备的工
商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以实际
经营活动掩盖其非法目的。 一些

公司采取在豪华写字楼租赁办公
地点, 聘请名人做广告等加大宣
传,骗取群众的信任。 有的利用曾
是信贷员人头熟、关系多等身份
优势骗取群众信任。
五、利用网络,通过虚拟空间
实施犯罪、逃避打击。 不法分子
租用境外服务器设立网站或设在
异地, 发展人头一般用代号或网
名。 有的还通过网站、博客、论坛
等网络平台和 QQ、MSN 等即时
通讯工具,传播虚假信息,诱骗群
众上当。 一旦被查，便以下线不
按规则操作等为名, 迅速关闭网
站,携款潜逃。 在潜逃前还发布所
谓通告, 要下线人员记住自己的

产品的货物名称变更成应税
产品，大肆牟利，涉嫌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
侦查期间，经侦支队多次
前往省税务总局、省技术质量
监督局、市检察院、市国税稽
查局进行专题研商，并成立专
案组。 为进一步固定犯罪证
据，专案组远赴 8 省市，20 余
家公司， 对涉案企业的上、下
游业务情况开展实地核查和
调查取证，证实该公司成立之
初就是为了虚开发票获利，而
非通过正常的货物买卖赚取
利润，其与上、下游企业之间
亦无真实货物交易。
目前，该案已成功告破，
犯罪嫌疑人张某、 杨某等人
被依法判刑。

假冒“阿迪”“耐克”当街卖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蔡怡新
本报讯 近日，市公安局

深信不疑,幻想“一夜暴富”,草率
甚至是盲目地倾其所有。 还有的
自己受骗后又去欺骗别人, 希望
通过骗人来弥补自己损失, 结果
越陷越深。
二、编造虚假项目或订立陷
阱合同,一步步将群众骗入泥潭。
不法分子有的以种植仙人掌、螺
旋藻、芦荟、火龙果、冬虫夏草,养
殖蚂蚁、黑豚鼠、梅花鹿、家禽再
回收等名义,骗取群众资金；有的
以开发所谓高新技术产品为名吸
收公众存款；有的编造植树造林、
集资建房等虚假项目, 骗取群众
“投资入股”；有的以商铺返租等
方式,承诺高额固定收益,吸收公

2016 年 7 月 28 日，犯罪
嫌疑人黎某和林某因涉嫌生
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罪被市公安局杜集分局上
网追逃，2018 年 3 月被列为
公安部“猎狐 2018”专项行动
抓捕对象。 市公安局经侦支
队、杜集分局多次召开追逃协
调会，研究追逃措施，成立追
逃小组。 随后，追逃人员驱车
千里赶赴广东省汕尾市林某
家中进行抓捕，经侦查发现林
某已偷渡至越南境内。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2018 年 3 月、2018 年 12 月，
杜集分局在有关部门大力支
持和越南警方积极配合下，将
远在越南的黎某、林某抓捕归
案。

警税联手出重拳

教市民和商家识别假钞。

走进银行进行反电信诈骗宣传。

一、承诺高额回报，编造“天
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 的神
话。 暴利引诱,是所有诈骗犯罪分
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 不法分
子为吸引更多的群众，往往许诺
投资者以奖励、积分返利等形式
给予高额回报, 有些回报率甚至
高达几百倍。 为了骗取更多的人
参与集资, 非法集资者开始是按
时足额兑现先期投入者的本息,
然后是拆东墙补西墙, 用后集资
人的钱兑付先前的本息，等达到
一定规模后,便秘密转移资金、携
款潜逃。 一些群众在急切求富和
盲目从众心理的支配下, 缺乏理
性, 对不法分子虚拟的高额回报

Http://www.hbnews.net

获，当场查扣假冒阿迪达斯、
耐克品牌的各类服装、 运动
鞋 200 余件。
民警经审讯得知， 武某
原先销售的品牌虽小却是正
品的鞋服用品， 可生意一直
不是太好。 2018 年十一长假
期间， 她听说销售高仿的名
牌鞋服会更有销路， 为了打
开市场， 武某便通过网络搜
寻到高仿产品的来源并尝试
着进一小部分货， 在销售一
段时间后发现确实获利颇
多， 心动不已的她又陆续从
杭州大量购进假冒的阿迪达
斯、耐克等品牌服装，不到 2
个月的时间就销 售 近 12 万
余元。
目前， 犯罪嫌疑人武某
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被依法刑事拘留，该
案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不容恶意逃“废债”
重拳出击拘“老赖”
业绩,承诺日后重新返利,借此来
稳住受骗群众。
六、利用精神、人身强制或亲
情诱骗,不断扩大受害群体。 许多
非法集资参与者都是在亲戚、朋
友的低风险、 高回报劝说下参与
的。 犯罪分子往往利用亲戚、朋
友、同乡等关系,以高额利息诱惑,
非法获取资金。 有些已经加入的
传销人员, 在传销组织的精神洗
脑或人身强制下, 为了完成或增
加自己的业绩,不惜利用亲情、地
缘关系拉拢亲朋、 同学或邻居加
入,有的连自己的父母、配偶和子
女都不放过,造成亲情反目,导致
人间悲剧。

■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李玉环
本报讯 自全市开展同

作，当日就对 5 名涉嫌恶意逃
“废债”人员司法拘留。“五一”
期间专案组人员放弃休息，利
创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资 用节假日时间加班加点，又对
产处置工作以来。 近期，市公 1 名被执行人司法拘留，有效
安局充分发挥职能优势，依据 震慑了失信行为。
《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法院
“老赖”人数增多，蚕食着
查询被执行人信息及扣押被 司法权威，损害了社会的公平
执行人车辆的若干规定》，协 与正义，“老赖”的存在已成为
助法院快速查询到被执行人 危害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
相关信息，并依法拘留了 6 名 “毒瘤”。 目前，我市公安局经
规避执行的“老赖”。
侦支队已和人民法院建立起
4 月 30 日， 淮北市公安 “点对点”专线对接，积极配合
局收到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 法院执行“查人控车”，坚决打
查控函后，经侦支队立即落实 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
相关工作，通过调查和相关工 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