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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国持续加大税收违法稽查惩戒力度——

联合惩戒治“老赖”跨区稽查显威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碧娟

目前，随着 9 名犯罪嫌疑人先后在
北京、天津落网，一起特大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案件成功告破——嫌疑人丁
某在北京、天津两地设立 6 家空壳企
业，大肆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
及全国12个省区市下游企业169户，虚
开发票7516份，案值13.98亿元。这是
今年上半年国家税务总局驻北京特派
员办事处联合辖区内税务、公安部门成
功破获的特大虚开典型案件之一。

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大打击骗
税和虚开工作力度，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跨部门、跨区域专项行动，联合查处一
批重大骗税虚开案件。同时，税务部门
也加大了“黑名单”公布力度，对税收违
法行为开展多部门联合惩戒，在推动社
会诚信体系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进展。

让失信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没抵扣成功，16万元白花了，现在
还被查，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浙江
武义县某工具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老
朱后悔不已。2015 年，老朱接到一个
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李总。“我可以提供
各种进项发票，先认证后付款。”老朱一
听立马心动，反正是先认证后付款，不
怕被骗。

随后，老朱以“钢管”为销售货物名
称，购买了金额199.76万元，税额33.96
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0 份，付款 16
万余元。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经
税务部门核查系统比对显示，开票方已
将 20 份专用发票作废，且发票上的销
货方与开票方名称不一致，涉嫌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

2016年4月份，武义县国税局对该
公司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1日涉税情况立案检查，发现其与作废
发票上的发货方并没有实际业务往
来。查清违法事实后，作出对该公司处
以 8 万元罚款惩罚，纳入税收违法“黑
名单”，推送相关部门对其联合惩戒。

老朱以为缴清了罚款，对企业今后
的经营并不会产生影响。但没想到的
是，公司在被录入“黑名单”后，企业纳
税信用等级被降为D级，领取专票分数
降为每月限额 25 份，且领取发票前需
先预缴增值税。同时，老朱作为法人的
另一家企业也受到牵连，纳税信用等级
直接判定为D级，受到相关措施限制。

“该涉案企业通过非法途径向不法
分子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没有真实
业务的情况下虚假申报，企图抵扣销项
税款。最终，不仅没有取得实质性收
益，还被列入‘黑名单’，‘曝光’+‘惩戒’
让当事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国家税
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说。

随着国家税务总局等 34 个部门联
合签署的《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
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
深入落实，纳税人涉税失信行为的失信
成本切实加大。据国家税务总局稽查
局巡视员李国成介绍，全国各省级税务
机关已将上半年公布的 2781 件“黑名
单”全部推送至同级相关部门，共计实
施各项联合惩戒措施 2.5 万户次，进一
步强化了违法失信“黑名单”信息共享
和对严重失信主体的联合惩戒。

截至2018年6月份，公安部门共配
合税务机关办理阻止出境 1926 人次，
6737 名“黑名单”当事人被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限制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

事、监事及经理职务，7456 户当事人被
推送金融机构限制融资授信。另外，还
有9.5万户“黑名单”当事人在取得政府
供应土地、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进口关
税配额分配等方面被有关部门采取限
制性管理措施。

三大特派办开展跨区域稽查

目前，国家税务总局已设立驻北
京、广州、重庆特派员办事处，主要承担
对工作范围内税务机关贯彻执行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情况的督查、税收
执法合规性检查、财务内审、跨区域涉
税大案要案稽查等任务。其中，北京特
派办的工作范围为北京、天津、河北、
山西、内蒙古 5 省（区市）；广州特派办
的工作范围是湖北、湖南、广东、海南和
深圳 5省（市）；重庆特派办的工作范围
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和广
西6省（区市）。

“特派办作为跨区域税务机构，能
够有效发挥跨区域协同办案的独特优
势，迅速启动联合稽查工作机制，高效、
精准查处跨区域涉税大案要案，震慑虚
开骗税行为，有效提升服务辖区税收治
理的能力，切实维护国家税收安全。”有
关负责人表示。

税务总局驻北京特派办特派员谢
滨向记者介绍了一起他们破获的典型
案例——某钢铁贸易企业虚开团伙
案。该案涉及全国 5 个省份的 80 户下
游企业，涉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68
万份，涉案金额 15.4 亿元，税额 2.6 亿
元。鉴于涉案企业在2016年7月26日
已经注销，专案组确立了“数据分析、深
度关联、下游突破”的检查思路。

借助大数据技术分析涉案企业人
员关联关系，专案组发现涉案企业购票

人孙某同时也是另一企业购票人，犯罪
嫌疑人张某为两家企业实际控制人，两
家企业有大量资金往来交易。对此，专
案组做了并案处理。

同时，专案组按照“打团伙、抓重
点”的工作思路，一方面分析涉案企业
购销情况，锁定下游部分购货企业，全
面调取相关企业资金流水、发票信息和
注册信息等资料。另一方面，借助大数
据分析手段，确认涉案供货企业与下游
企业中的 80户购货企业之间存在资金
回流金额 8.8 亿元，具备资金回流事实
和团伙作案特征。

“在固定涉案企业违法证据、确定
虚开违法事实的基础上，于近期将该案
移送公安机关查处，目前已成功抓捕犯
罪嫌疑人 13 人，下一步将以这 13 名主
要犯罪嫌疑人的相关线索，联合公安部
门顺藤摸瓜，深入开展检查，切实维护
税法权威。”谢滨说，他们将继续精准发
力，加强与公检法及银行等部门协调配
合，不断提升信息化作战能力和办案质
效，为诚信纳税人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
税收环境。

信用修复助纳税人改过自新

周某所在的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是一家航运公司，享受“营改增”后航运
行业财政资金补贴。2012年7月份，重
庆万州区税务稽查局依法对该公司
2007年至2011年期间的涉税情况实施
检查，发现其通过设置“两套账”的方式，
隐瞒收入，达到不缴或少缴税款的目的。

万州区税务部门依法认定其存在
偷税行为，作出追缴税款 808 万元、罚
款 404万元的处罚决定。同时，将该公
司列入税收违法“黑名单”，并及时向重
庆市发改委、财政局和人民银行重庆营

业管理部等联合惩戒参与单位推送相
关案件信息，对其实施联合惩戒。财政
局和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严格按
照《联合惩戒备忘录》的要求和规定，取
消了该公司“营改增”后航运行业财政
资金补贴，并限制其贷款申请。

该公司总经理周某质问万州区税
务稽查人员：“为什么要把我们列入税
收违法‘黑名单’？现在银行不批准我
们公司的贷款申请，财政局也取消了对
我们的资金补助，你们要负责！”稽查人
员随后耐心详细地向其讲解税收违法

“黑名单”和联合惩戒制度，并着重对
“信用修复机制”作了说明。

周某听后，深有感触，认真反思公
司偷税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积极主动
地纠正了税收违法行为，补缴了税款、
滞纳金和罚款，并作出以后要坚持依法
诚信纳税的承诺。2017年2月份，重庆
万州区税务部门依法将该公司撤出税
收“黑名单”，助其恢复“自由身”。这家
公司又重新享受到国家的相关优惠政
策，开始焕发新的生机。

记者了解到，在严厉打击涉税失信
行为的同时，税收违法“黑名单”的信用
修复机制也为符合条件的失信纳税人
提供了亡羊补牢、改过自新的机会。截
至2018年6月份，全国已公布的税收违
法“黑名单”案件中，共有1170户“黑名
单”当事人主动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
款后撤出“黑名单”。

“税收违法‘黑名单’和联合惩戒制
度兼顾了税收执法的刚性和税收管理
的柔性，做到惩戒与教育并重，在提高
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促进纳税遵从的
同时，对营造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社
会氛围起到了积极作用，标志着我国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日臻完善。”有关负责
人表示。

对全国 434 万多个手机号码实施
12 亿余次恶意高频呼叫，不给钱就

“呼死你”——致使手机无法正常接打
电话。近日，广东警方开展打击“呼
死你”黑灰产业链专案收网行动，成
功打掉“疯狂云呼”和“呕死他”等
两个“呼死你”犯罪团伙，以及线下
利用“呼死你”平台进行非法追债的
某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某鑫金融小
额贷款公司、某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等 3 个犯罪团伙，摧毁了全国首个

“呼死你”黑灰产业链。
电话猛打 “呼死你”。今年 3 月

份，广州白云公安分局接受害人陈某报
案称，从 3 月 11 日开始，其电话多次被
陌生号码呼死，期间收到陌生人发来的
短信，称如果不转账 500 元给他，就继
续呼死他的手机。陈某因没有按照嫌
疑人的要求转账，其手机一直处于被呼
死状态。3月15日，陈某无奈按照对方
发送的二维码扫码支付了500元后，手
机恢复正常使用。

今年以来，广东公安网警部门在积
极开展公安部“净网 2018”和省公安厅

“安网 2018”专项行动中，发现群众举
报“呼死你”警情频发，受害者短时间内
接到大量电话或短信轰炸骚扰，有时一
天内可多达数千个电话或数千条短信，
导致个人通讯完全中断，严重影响正常
的工作和生活。

案情上报后，广东网警部门迅速成
立专案组，将此类案件列为“安网 2号”
专案部署开展侦查。

经缜密侦查发现，在广州地区有以
贺某国为首的犯罪团伙开发的“疯狂云
呼”滋扰平台，在深圳地区有以实施高
频率短信轰炸的“呕死他”的“呼死你”
平台。

专案组发现，分别以贺某国、雷某
为首的“疯狂云呼”和“呕死他”两个犯
罪团伙，通过开发运营平台注册账号，
对全国 434 万多个号码实施了 12 亿余
次恶意呼叫，影响极其恶劣。两个团伙
均分为“线上+线下”两个部分，“线上”
人员负责开发维护“呼死你”网页平台、
手机 APP 及 PC 端软件，通过中介代理
贩卖“呼死你”服务而非法谋取暴利；

“线下”人员则通过使用“呼死你”平台
实施打击报复、敲诈勒索、强买强卖、非
法追债等违法犯罪。

在查清团伙组织架构和锁定相关
犯罪证据后，5月30日至6月5日，广东
省公安厅组织广州、深圳等 15 个地市
公安机关在四川、河南等多个省市同步
开展“安网 2号”专案集中收网行动，成
功打掉“疯狂云呼”和“呕死他”两个“呼
死你”犯罪团伙，以及线下利用“呼死
你”平台进行非法追债的某利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某鑫金融小额贷款公司、某
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 3个犯罪团伙，
抓获以贺某国、雷某等为首犯罪嫌疑人
210 余人，缴获作案手机 3100 余台，封
停“呼死你”账号 83 万余个，彻底摧毁
了这一黑灰产业链条。

最高法院设立国际商事法庭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人民法院
第一国际商事法庭、第二国际商事法庭近日分别在广东深圳市
和陕西西安市揭牌正式办公。两个法庭的成立，标志着人民法
院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新阶段。

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指出，设立最高法院国际商事法庭，
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是新时代加强国际法治合作、为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公正高效司法服务和法治保障的重大举措。
据了解，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具有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独特区位优势，是辐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经济支撑带，将以改
革创新“排头兵”的要求建设，不断促进国际商事审判体系和审
判能力现代化。西安位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古往今来都是
融汇东西方商贸和文化的关键节点，又是内陆型改革开放的新
高地，第二国际商事法庭落户西安，有着地缘优势和社会环境，
将有助于依法妥善化解面向涉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商
事纠纷。两个商事法庭将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
化营商环境，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丰富中外市场主体
的权利救济渠道，公平公正、专业高效、透明便利且低成本地解
决国际商事纠纷。

南方电网成立知识产权维权机构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陈钦荣报道：6月 25日，广西电
力行业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总站揭牌仪式在广西南宁举行。
这是南方电网5省区成立的首个电力行业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
作机构。

广西电力行业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总站依托广西电力行
业协会，融合政府指导、行业自律、专业权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
咨询服务为一体，定位开展专利确权、维权援助工作，提高专利
质量，保障电力行业专利有效性。广西电力行业知识产权维权
援助工作总站的成立，构建了全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格局，将政
府、行业、高校、专业维权机构等多方面联动起来，建立起快捷高
效的维权渠道，让科研创新人员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科信部副主任翁小云表示，相信随
着工作总站正式发挥作用，必将有效提升广西电力行业知识产
权管理和应用水平，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促进广西电力行业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更好地得到落实。

司法部开展法律援助品牌建设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近日，司法部分别与国务院农民
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残联联合下发通知，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和“法援惠民生·关爱残疾人”
法律援助品牌建设。

据了解，“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品牌建设要求各地从
“防范、主动、全覆盖”着眼，围绕服务农民工就业创业、劳动权益
保障、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等任务，为农民工提供精准、便捷、优质
的法律援助服务，提高农民工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知晓度和满意
度，扩大法律援助社会影响力。“法援惠民生·关爱残疾人”品牌
建设要求各地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水平，着力加强对残疾人
的法律援助供给力度。其中，通过按需定制“法律援助服务套
餐”，提供“家庭医生式”法律援助，借助“互联网+”提供无障碍
浏览服务、加大残疾人刑事法律援助力度等方式，增加服务供
给，为残疾人提供全覆盖法律帮助，有效防范和化解残疾人法律
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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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建莆田边防检查站17名官兵顶着烈日赶赴莆田市

秀屿港区，开展“换位体验”活动，在东庄边防派出所、中海油福

建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海警大队，现场感受海警战士、国企职工

等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以帮助官兵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图为官兵们在听企业员工讲解。 吴 志摄影报道

莆田边检站开展“换位体验”活动

长江经济带11省市签订司法鉴定协议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从司法部获悉：司法部日前召开司法

鉴定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全面落实司法部《关于全面推
动长江经济带司法鉴定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研究部署推进司
法鉴定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措施和办法。

会上，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长江经济带 11省（市）司法
厅（局）共同签订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司法鉴定协同发展协议》，
就实现资源协同、管理协同、效益协同及促进优势互补、共赢发
展达成了共识。湖北省司法鉴定协会会长刘良代表 11省（市）
司法鉴定人宣读了《长江经济带司法鉴定行业诚信执业公约》。

会议提出，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司法厅（局）要坚持问题导
向、需求导向、改革导向，以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为目标，
以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为先导，推动司法鉴定规划布局、管理措
施、执业规范、质量建设等一体化，实现鉴定资源、管理力量、鉴
定业务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12亿次电话恶意呼叫，致使全国434万多部手机无法正常接打电话

广东警方摧毁全国首例“呼死你”黑灰产业犯罪团伙
本报记者 张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