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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不少人发现自己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成了法人、股东，造成很多麻
烦。针对这一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出
台了《关于撤销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
司登记的指导意见》，明确“被法人”“被股
东”后可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登记。

那么，是所有的“被法人”“被股东”都
能够撤销吗？具体应该如何操作？

被冒用身份信息，为何撤销难？

据了解，目前，我国实有登记企业
3615.4 万户，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接到的
冒用他人身份证信息办理登记的举报数
量约为2.9万件，占比0.08%。

最常见的“被法人”“被股东”，是在企
业登记注册、变更时，冒用当事人的身
份。过去，当事人只能通过行政诉讼、起
诉市场监管部门的方式来撤销登记，举证
难，且时间长。

2014 年 3 月 26 日，南京美素兰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通过代办人丁学伟向原浦
口区工商局（后改为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
委员会行政审批局）申请设立登记，并提
交了公司登记申请书、法定代表人信息、
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居民身份证等书面
材料。在公司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
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公司章程股
东签字页、股东会决议等材料上均有“王
夏榕”手写签名字样。4 月 11 日，丁学伟
领取了美素兰公司的营业执照。

然而，王夏榕却说对这家公司并不知
情，而且自己的身份证在 2012 年 2 月已
丢失，并很快补领了新的身份证，常州市
公安局翠竹派出所还出具了居民身份证
申领登记表。美素兰公司申请时所用的
身份证正是自己之前挂失的那张。同时，
应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的要
求，王夏榕还进行了笔迹鉴定，确定其笔
迹与美素兰公司登记档案材料中的签名
不是同一个人。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王夏榕提交居民
身份证申领登记表，能够认定美素兰公司
登记档案材料中王夏榕的身份证明材料
系其丢失的身份证件，在美素兰公司申请
设立时，该证件已不是王夏榕的身份证有
效证件。《鉴定意见书》能够证明美素兰公
司登记档案材料中王夏榕签名并非本人
所签。

法院最终判决，美素兰公司系他人提
供虚假材料取得的公司登记，且情节严
重，应予以撤销。经过漫长的法院审理，
王夏榕终于摆脱了“被股东”。

申请公示后无异议可撤销

“从法律层面看，目前我国《行政许可
法》《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只对撤销冒名登记做了原则性规定，
对认定标准、撤销程序、权利救济等问题
没有做出进一步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信
用监管司司长常宇介绍说，实践中，冒名
登记情形复杂，除了真正的被冒用，还有
故意冒用。有时候，当事人在知情的前提

下同意当法人、当股东，但在企业经营过
程中又因故反悔，当事人以当初自己不知
情、不是亲笔签字为由，宣称自己“被法
人”“被股东”，要求撤销登记。“这些情况
导致了基层工作人员不敢轻易做出撤销
决定，往往要求当事人走诉讼程序，增加
了群众负担。”

“现在有了《指导意见》，办事人员就
有了政策依据，可以便捷地受理群众举
报。”常宇介绍，《指导意见》明确撤销冒名
登记工作由作出该次登记决定的市场监
管部门负责。被冒用人本人不能到场反
映的，可以进行远程身份核验。

申请撤销时，当事人要提交本人签字
的撤销登记申请及其身份证件复印件。
如果有身份证件丢失报警回执、身份证件
遗失公告、银行挂失身份证件记录、由专
业机构出具的笔迹鉴定报告等有助于认
定冒名登记基本事实的文件材料，也可以
一起提交。

之后，登记机关将申请撤销的信息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
示，45日内没有人提出异议，就可以办理
撤销。在此期间，如果登记机关调查取
证，能确定确系冒用的，也可以中止公示，
办理撤销。

主观恶意不能撤销

冒名登记被撤销后，市场监管部门会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公示信
息，还被冒用人清白。被冒用人在市场监
管部门受到的一些惩戒措施也会及时停
止执行，其他单位和部门通过公示系统可
以很便捷地获知这个信息。

不过，想要打着“被法人”“被股东”的
幌子恶意逃避责任，今后也没那么轻
松了。

《指导意见》明确有几种情形不予撤
销。第一种，“有证据证明被冒用人对该
次登记知情或事后曾予追认的”。第二
种，“公示期内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经调
查属实的”。第三种，“公安、税务、金融、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出具书面
意见不同意撤销登记的”。第四种，“撤销
登记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也就是说，有的公司涉嫌非法集资、传销
等违法行为，撤销后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
大损害，登记机关应作出不予撤销登记决
定。”常宇表示。

当然，市场监管部门不予撤销冒名
登记并不意味着当事人没有其他权利救
济手段。对于冒名登记行为涉及民事权
利纠纷的，当事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通过法院判决维护自身权益。如果当事
人对不予撤销登记决定有异议的，还可
以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2007 年，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
钟绮满 5 位投资人出资设立了广州市淼
融企业投资策划有限公司，且申请材料中
有于丽的签名和身份证复印件。2014年
7月1日，于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以其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冒用身份申请
注册成立淼融公司为由，请求撤销工商
登记。

法院调查发现，于丽知道淼融公司的
存在，也知道自己是该公司的股东。例
如，在两起相关案中，于丽均未对其淼融
公司股东身份提出异议，并且承认其是淼
融公司的股东，且为淼融公司投入了大量
资金，但因种种原因导致公司无法经营
下去。

法院认为，于丽明知其被登记为淼融
公司股东，在被判决负连带清偿责任后，
才向法院提起本诉，极可能是为了逃避债
务清偿责任。对此，法院做出不予撤销的
决定。

也就是说，不管法院还是市场监管机
关，对待撤销登记都秉承一个原则，既要
积极稳妥做好撤销冒名登记工作，维护被
冒用人合法权益、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同
时又要注重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司登
记权威性，对极少部分不法分子，刻意、恶
意冒用甚至盗用他人身份办理登记的严
重违法行为，严厉惩处。

7月1日，深圳海关对外发布，在海关
总署、广东分署的统一部署和指挥协调
下，深圳海关联合惠州市公安局、深圳市
海防打私办等执法部门，于近日共同开展
代号为“使命 2019-09”的大规模打击

“红油”走私专项行动，共抓获走私“红油”
团伙全部犯罪嫌疑人38名，现场查获“红
油”94.67 吨，初步估算涉案案值高达 1.5
亿元。

深圳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近年
来深圳海关成功破获的最大宗成品油走
私案，彻底摧毁了活跃在珠江口海域的成
品油走私犯罪网络。

今年 3 月，惠州市公安干警发现，有
十分隐秘的走私入境“红油”出现在惠州
区域。于是立即将线索通报给深圳海关
缉私部门，“红油”走私活动引起两地反走
私执法部门的高度关注。深圳海关和惠
州市公安局迅速成立联合专案组，对相关
走私犯罪活动展开周密调查。

经调查发现，这个“红油”走私路线较
为新颖，并不是以前通过广东东部海域非
设关地直接偷运进入惠州地域，而是不惜
费力穿过珠江口绕道东江水域，择机在沿
线的非设关地简易码头走私入境，这条路
线更为复杂、走私成本也更高。

作为珠江水系干流之一的东江，是顺

地势从广东东北向西南流向，流经惠州惠
城区和博罗县地域，经东莞进入珠江三角
洲，航道复杂。珠三角经济繁荣，近年来
珠江沿岸有很多大型工程，珠江上运沙
船、工程船等往来穿梭，每日多达数千艘，
走私分子趁航道拥挤浑水摸鱼。

据介绍，一些可以合法使用“红油”的
港澳流动渔船船主，采用改装加大油箱的
方式，将单艘船的载油量由正常 30 吨左
右提高到50吨至80吨，甚至一些运沙船
可以携带200吨的“红油”，沿着珠江绕进
东江流域后，偷卸在一些偏僻的沙场简易

码头，再采取“蚂蚁搬家”的方式，通过油
罐车转运至广东博罗、增城等地，脱色后
向内地市场销售牟利，每日走私团伙走私
入境的“红油”可达数百吨。

深圳海关调查发现，该走私团伙一般
在深夜才将船靠岸卸油，且将固定脱色装
备移动化、简易化，将其缩小后安装进改
造的货柜车中，多在夜晚寻找偏僻区域脱
色，脱色后立即将油运走，不设临时储油
点，减少被执法部门查处的风险。随后再
将脱色洗白的“红油”，低于市价贩卖给珠
三角的小工厂、小油站和一些工地。

海关缉私办案人员经过抽丝剥茧的
调查，逐步掌握了这个“红油”走私团伙复
杂的走私网络和链条。据查，这个大型的
走私“红油”网络由海上运输团伙、陆路运
输团伙、脱色团伙、销售团伙等组成，各个
团伙之间分工明确，组织严密，隐蔽性极
强，且骨干成员涉黑，有着较强的反侦查
经验。

5月24日凌晨，深圳海关缉私局和惠
州市公安局数百名干警，分赴遍布珠三角
数十个涉案“黑油窝”，成功将该批“油蚂
蚁”连窝端掉，彻底斩断了该地下“红油”
走私链条。

深圳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贩卖脱色
“红油”的地下“黑油”点，在冲击合法石油
企业生产经营的同时，还扰乱了正常的成
品油进出口贸易秩序，也带来诸多社会安
全隐患。

据了解，“红油”脱色加工一般选用强
硫酸、碳酸、强化剂、漂白粉、避色强等褪
色原料对油品进行脱色处理。脱色点和
脱色设备简陋，操作不当极易引起火灾等
重大消防事故。脱色后的污水、废油随意
排放会污染当地的土壤和饮用水，危害人
体健康。而且，机动车辆长期使用脱色红
油，会造成发动机磨损加快，车辆油泵受
硫酸的化学作用极易破裂，过滤器容易受
损及堵塞，车辆行驶噪声较大。

因此，切勿为了贪图便宜而购买使用
走私“红油”，不仅损害自己利益，还扰乱
了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本报讯 记者姜天骄报道：今
年 1 至 5 月，全国共侦破食品安全
犯罪案件45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8500余名，捣毁黑工厂、黑作坊、
黑窝点3800余个，有力震慑了犯罪
活动，巩固了食品安全持续稳定向
好的态势。近日，公安部通报了今
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危害食品
安全犯罪工作情况。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民以
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
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关系中华民族未来。全国公安机关
持续深化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等民生
领域违法犯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据介绍，今年以来，针对食品安

全犯罪的新形势新特点，按照公安
部统一部署，各地公安机关紧紧围
绕“打源头、端窝点、摧网络、断链
条、追流向”的打击目标，积极运用
大数据导侦机制，及时研判串并，开
展扩线经营，深挖犯罪链条，摧毁犯
罪网络，对重点线索提级督办，对跨
省区市案件由公安部挂牌督办、限
期侦破。同时，积极会同有关部门
开展联动排查、联动查处、联动打
击，确保有序对接，推动源头上强化监管，有力铲除犯罪
土壤。

据统计，今年1月至5月，全国共侦破食品安全犯罪
案件 450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8500 余名，捣毁黑工
厂、黑作坊、黑窝点 3800余个，有力震慑了犯罪活动，巩
固了食品安全持续稳定向好的态势。

记者了解到，2019 年初，按照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的总体部署和中央批准的机构改革方案，公
安部整合多个业务局相关职责，专门组建了食品药品犯
罪侦查局，统一承担打击食品、药品和知识产权、生态环
境、森林草原、生物安全等领域犯罪职责。

“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的成立，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深化公安改
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决策，将
有力推动全国公安机关专业队伍建设，提升打击犯罪的
专业化水平。”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局长吕武钦表示，在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将着重聚焦
打击犯罪主责主业，着力防范食药环领域重大风险，服从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整体谋划、分步推进，坚持以打促防、协同共治，加快构建
基础更加牢固、科技支撑有力、执法严格规范、部门协同
高效的公安机关食药环侦查工作体系，锻造一支敢于担
当、能打善战的高素质过硬食药环侦铁军。

据悉，针对当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突出问题，食品
药品犯罪侦查局正积极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深入研究，将
于近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期半年的集中打击行
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向食品药品犯罪发起凌厉攻
势，突出肉制品、食用农产品、假冒知名品牌酒类等重点
领域，突出商场超市、批发市场、农村集市、学校周边等重
点部位，突出网上侦查，侦破一批大要案件，摧毁一批犯
罪窝点，打掉一批犯罪链条，整治一批重点部位，依法严
惩一批犯罪分子，切实巩固食品安全持续稳定向好的局
面。

被法人、被股东了，咋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被法人”“被股东”是商事制度改革
过程中，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带来的“副
作用”。

由于2014年推行改革时，出于便利
化考虑，现行法律法规允许由全体股东指
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报送材料、申
请设立登记，法人、股东等不用到现场签
字。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市场监管
部门就依法予以登记，没有身份实名验证
的流程，这就让一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201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大力推
进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各地结合实际，
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基本建立了线上身
份验证和电子签名机制，一定程度上防范
了冒用身份虚假注册问题。2016年后，

通过网上申请企业注册业务，基本都有身
份识别这个过程，不太容易出现身份被冒
用的情况。

今年5月1日，线下窗口办理企业注
册的身份验证系统已基本普及，除北京、
上海因某种原因暂缓安装，全国其他29
个省区市都已升级，在源头上有效遏制冒
用他人身份骗取登记注册的行为。

据悉，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万用户下
载并成功注册了“企业登记相关自然人身
份验证APP”，每日平均注册用户近8万，
人脸识别正常通过率达98%左右。今后，
申请人只要下载 app，就能远程验证身
份，既方便办事，也能杜绝身份被冒用的
现象发生。 （文/若 愚）

走私团伙蚂蚁搬家 缉私干警明察秋毫

“使命2019-09”侦破1.5亿元“红油”走私大案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深圳海关联合惠州市公安局、深圳市海防打私办查获的走私“红油”。吴 维摄

源头上遏制冒用身份注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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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凌报道：近日，记者从银川市公安局
了解到，为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银川市公
安局在机构设置、打“伞”破“网”、综合整治等方面，站位
明确、责任清晰、创新协作。截至今年6月20日，银川市
共打掉涉黑恶犯罪团伙 29 个，破获涉黑恶案件 383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529名。

银川市公安局秉承创新理念，敢破难、敢碰硬，敢于
亮剑，打“伞”破“网”。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银
川公安机关及时跟进、推动落实线索双向转递、重大案件
同步调查、工作情况联系会商“三项机制”，先后向纪委监
委移送涉公职人员线索99条。

2018年以来，银川市公安局开展讲座1237场次、节
目展演 44 场次，收到群众举报线索 875 条，发放举报奖
励17.9万元，34名涉黑恶犯罪嫌疑人迫于强大的宣传攻
势主动投案自首。

今年以来，银川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融入
社会治安治理全过程，对在侦办的29起涉黑恶团伙案件
中暴露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实行“一案一整治”，
与政府各职能部门建立扫黑除恶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协
作联动机制。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报道：自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以来，青海通过强化自然资源综合执法管理体系，开
展纵横双向联动自然资源综合执法活动，探索自然资源
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高效联动等举措，加大国家公园执
法力度，加快园区法治建设步伐。

记者了解到，为解决自然资源执法监管“碎片化”问
题，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设立了执法监督处，果洛藏族
自治州玛多等县的相关部门设立了资源环境综合执法机
构，在国家公园范围内形成上下“三级”联动，归属清晰、
权责明确、严格执法、监管有效的生态保护管理新体制。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与新疆、西藏等 5 个保护区管理
局共同签订了《青新藏五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协
作备忘录》，制定了《青新藏五大自然保护区协作联盟章
程》；与青海省检察院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出台《三江源国
家公园生态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组
建三江源生态法庭，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提
供司法保障。

据悉，截至今年初，开展以打击破坏自然保护区自然
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为主题的各类专项行动15次，集
中开展对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8 个保护分区全区
域范围巡护活动20余次，营造了良好的执法环境。

银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向纵深

青海加大三江源国家公园执法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