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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逃国税局长背后的塌方式腐败
——安徽阜阳国税系统腐败窝案调查

近期，化名“范明”、外逃近两年的安徽省阜阳市国税局原局长柴国良，欲从加拿大温哥
华乘机潜入国内，在广州白云机场被缉捕归案。

记者调查了解到，在柴国良外逃前后，阜阳国税系统的塌方式腐败被挖出。截至目前，
至少已有14人落网，包括市局领导2名，阜阳城区3名区局“一把手”局长，4名区县局副局
长、分局局长和数名科长。其中，个人贪腐数额最大的达2200多万元。尤为恶劣的是，多名
国税人员监守自盗，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内外勾结骗取税金。

这起腐败窝案的案发，竟起于一名国
税局领导妻子“杀女举报丈夫”的悲剧。

2013年5月3日晚，地处阜阳市繁华
地段的中央豪景小区发生一起命案：住户
应某将13岁的女儿勒死在家中。作案
后，应某打电话通知其夫——阜阳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国税局副局长杨东升。

应某为何要杀死亲生女儿？据了
解，其夫杨东升早在阜阳市下辖的界首
市工作时，就另有情妇和私生子，调阜
阳工作后，杨仍长期在两个家庭间周
旋，应某对此无法接受。为了报复，应
某向有关部门举报丈夫的贪腐行为，但
多次举报未果，便产生了“全家同归于
尽”的极端想法。案发后，应某被鉴定
患有精神疾病。

惨案的发生，令杨东升的贪腐问题

公开，他闻风出逃。随后，办案机关根
据线索将杨东升的“死党”——阜阳市
颍州区国税局局长方伟控制。方伟在
交代自己问题的同时，提供了抓捕杨东
升的线索，并检举了其他数人涉案金额
共达2000万元以上的经济问题。

据办案人员介绍，方伟、杨东升的
落马揭开了阜阳国税腐败的盖子，二人
的案情牵出众多行贿人，这些行贿人的
供述又牵扯出更多的国税干部。2013
年6月以来，已陆续有阜阳市国税局总
经济师韩卫东、经开区国税局局长海
军、颍泉区国税局局长王若冰、颍州区
国税局副局长徐乃峰、颍东区国税局插
花分局局长周天跃等人落马。

阜阳掀起的国税反腐风暴，也惊动
了远在三百多公里外的铜陵市国税局

局长柴国良。虽然已从阜阳市国税局
调任铜陵3年多，但昔日部下接连落
马，让其感到形势不妙。2013年8月，
柴国良出逃马来西亚。

2015年6月4日，柴国良持假护照
欲潜回国内，在广州白云机场被边防警
察查扣。至此，一个上至市局局长下至
一线税管员，囊括市、县、乡三级的国税
贪腐网络已基本清晰，目前已涉及阜阳
市局、市区4个区局和1个县局，至少有
14人落网，规模在全国国税系统罕见。

记者从安徽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
追逃办获悉，柴国良在落网前已被立案
侦查，涉嫌在下属工作变动、职务升迁
及工程建设中巨额受贿。相关负责人
表示，随着柴国良落网，国税腐败窝案
还将深挖。

“杀女举报丈夫”牵出国税窝案，腐败涉市县乡三级

在阜阳国税窝案中，目前查明的行
贿人已近两百人，其中界首商人孙某具
有代表性，其行贿额最大、涉及干部最
多，“骗税生意”规模也最大。

早在2005年，孙某就与时任界首
市国税局副局长杨东升合谋，利用废旧
物资回收免征增值税的国家政策，成立
了一家废旧物资公司，由杨东升帮其办
妥资格认定、收购发票和增值税发票的
发放，其通过捏造交易向其他企业虚开
增值税发票，从中赚取“开票费”，再与
杨东升“分成”。因担心税票数额过大
容易暴露，该公司成立4个月即注销，
杨东升分得18万元。孙某紧接着又如
法炮制新成立了一家同类公司，杨东升

6个月分得18万元和3000美元。
据了解，这种靠钻国家扶持优惠政

策空子，内外勾结的“骗税生意”，在阜
阳国税窝案中大量出现。一度界首、阜
阳等地固废金属企业遍地开花，仅杨东
升一人3年间就与12名商人开办的18
家固废企业“合伙”，受贿200多万元。

2008年后，国家废旧物资税收政策
调整，“骗税生意”向涉农产业转移。为
支农惠民，国家规定农业生产者销售的
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收
购免税农产品可享受13％的增值税进项
抵扣，这13％成为骗税者的操作空间。

案卷显示，本案中的各类骗税企业上
百家，多集中在药业、纺织、皮革、家具行

业，分别以中药材、棉花、兽皮、木材等涉农
原材料为幌子，在没有实际经营和业务来
往的情况下，大肆虚开增值税发票牟利。

“税收惠民政策就像国库敞开了一
条‘绿色通道’，让税务干部去守门，一
些人却监守自盗！”一名办案人员介绍，
这些国税干部在纳税资格、税票发放、
逃避检查、公司注销等方面为不法之徒
提供便利，成为骗税的谋划者和分利
者。有的国税干部拿走“合伙骗税利
润”的三分之二，方伟曾同时接受孙某、
程某、王某等人的药业、纺织、家具“皮
包公司”骗税“红利”，月入达十几万元。

而在这个贪腐集团内部，“骗税”既
是公开的秘密，又是联手的生意。

勾结皮包公司老板，“骗税生意”月入十几万元

此案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国税领域一
些惯常贪腐手法：

——逃税减税。多名国税人员受贿
后帮助企业逃避税检、免税或减税。
2012年底安徽省国税局组织税务检查，
颍州区国税局副局长徐乃峰收受一服装
企业老板时某2万元，帮其注销企业免
受处罚。阜阳一香料企业数次被查账发
现共需补税、罚款60多万元，因企业老
板长期向市国税局总经济师韩卫东行
贿，经韩打招呼全部免除。

——吃拿卡要。韩卫东利用阜阳经
开区一房产企业有求于他，助自家亲属以
120万元的价格，购得该企业开发的市场
价约190万元的别墅一套。其妻女开的
车，春节海南游的花费，以及家中衣柜、木
地板、空气清新器等，都由各类企业买单。

——介绍生意。阜阳市某五星级酒
店外墙装饰工程本已确定施工方，方伟
打电话推介商人付某的公司，酒店负责
人考虑“国税局长的面子要给”，改与付

某签订合同。经查，方伟多次为付某介
绍生意，收其贿赂19万元。

办案人员介绍，阜阳国税窝案案发
后，一些干部仍不收手。2013年方伟落
马后，副局长徐乃峰在主持工作期间仍
继续受贿，直至被抓。

专家认为，本案中多名干部受贿时
间长、贪腐手法“简单粗暴”，却长期得不
到查处，不少人“边腐边升”，反映出当地
国税系统内部监督的低效与失灵。如柴
国良从阜阳调任铜陵时，仍得到省国税
局“办事公正，严于律己、模范遵守各项
廉洁从政规定”的评价。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
学教授刘剑文认为，本案中大规模的国
税贪腐行为，既源于这些干部自身的素
质问题，也由于税务制度存在漏洞。当
前全国“营改增”税制改革范围逐步扩
大，应通过推广信息技术、加强税务审计
等途径完善制度，堵住虚开增值税等骗
税漏洞。 （新华社合肥8月6日电）

国税领域的惯常贪腐手法
“边腐边升”被指监管失灵 新华社台北8月6日电（记者陈键兴、孟昭

丽、曹槟）亲民党主席宋楚瑜6日在台北举行记者
会，宣布参选下届台湾地区领导人。

此前，已有中国国民党提名的洪秀柱（女）、民
进党提名的蔡英文（女）以及施明德、许荣淑（女）
等宣布参选下届台湾地区领导人。

宋楚瑜在记者会上发表参选宣言时提出六项
“承诺”，其中之一是“建立两岸永续和平发展的架
构”。他表示，和平的两岸关系，攸关未来台湾的
永续发展。两岸同属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的大家
庭，台湾与大陆应深化交流、增进互信。

宋楚瑜，湖南湘潭人，生于1942年，1949年随父
母去台湾。1999年，宋楚瑜脱离中国国民党，独立参
选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失利后创立亲民党，并任
党主席至今。2004年，宋楚瑜作为副手与时任国民
党主席连战搭档，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落败。2012
年，宋楚瑜再度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失利。

据悉，下届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将于2016年
1月16日举行投票。

宋楚瑜宣布参选
下届台湾地区领导人

新华社广州8月6日电（记者马晓澄）广东省
纪委6日通报，近日，广东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党员
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督管理的意见》，对
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时间以外所从事的与职务影
响相关或个人生活领域的活动强化监督。

《意见》指出，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八小时以
外”活动监督管理，要以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
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为重点，以维护领导干
部的公众形象和防止利益冲突为核心，重点监督
党员领导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休闲圈。如是否
注意个人言行和身份，自觉抵制政治谣言及丑化
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是否注重自身公众形象，有
无在公共场合或群众面前耍特权、逞威风；是否拉
帮结派和借联谊会、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等活
动搞“小圈子”，或搞官商勾结“傍大款”。

《意见》要求，各级纪委（纪检组）和组织部门
要严肃执行纪律规定，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对违规
违纪行为将根据不同情况采用约谈提醒、诫勉谈
话、组织处理、党政纪处分等多种方式处理，对典
型问题通报曝光。

广东出台文件
强化对领导干部
“八小时以外”的监督

“未婚妈妈”的困境：

生育可否“解绑”婚姻？
日前，“未婚妈妈”吴霞在网上发起众筹，为非婚生的孩子募集4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她的这一

举动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认为“未婚妈妈”本属弱势群体，即使没有婚姻也应该享有生育的权
利，另一方声音认为纵容“未婚生育”是对婚外情提供便利，不应该支持。

“未婚妈妈”的困境确实存在，“社会抚养费”不只是一种经济惩罚，更是社会意识和法律制度对
“非婚生子”本能的不认可。然而，更多时候“未婚妈妈”本身也是受害者，她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
被平等对待。生育“解绑”婚姻看似突破伦理底线，社会又能否给“未婚妈妈”多一些包容呢？

“社会抚养费”原本叫“超生罚款”，
是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
收的费用。“没有结婚就没有生育子女的
权利了吗？”一位南京的“未婚妈妈”说。

记者调查发现，“社会抚养费”是一
笔数额不小的罚款，通常与各地人均年
可支配收入挂钩，各地标准并不一样。
以南京市为例，在达到法定结婚年龄且

未曾生育的情况下，“非婚生子”需要缴
纳孩子出生上一年份人均可支配收入二
分之一的罚款，例如，2014年南京市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2567.8
元，2015年征收金额即2万余元。

巨额罚款的背后，“未婚妈妈”大多
有着不幸的故事：遭遇情感欺骗，男方
得知女方怀孕就“消失”；涉世未深，遭

遇感情变故，却执意生下孩子；个性叛
逆，缺乏基本生理常识，生下孩子时还
未满法定结婚年龄。在QQ群中，她们
相互慰藉，谈论最多的还是如何赚钱养
活孩子。

“女儿一岁半了，我想靠双手打工挣
钱养活她。”未婚妈妈贴吧中这类求助找
工作的帖子十分常见。因为生育关系，

许多“未婚妈妈”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
作，没有丈夫，家人不支持使得照顾孩子
的责任完全落在了“未婚妈妈”的身上。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民事诉讼律师
潘雯告诉记者，“未婚妈妈”往往与孩子
的父亲存在抚养费纠纷问题，部分“未婚
妈妈”未向男方索要抚养费用，通常情况
下，“未婚妈妈”经济状况并不乐观。

尽管《婚姻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
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
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实
际上，“非婚生子”依然被差别对待。

一位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非婚生子”
不受法律支持，即使“未婚妈妈”只生育
一个孩子，也无法享受国家给独生子女
的政策福利。如果“未婚妈妈”在职，本

应由生育保险支付的检查费、手术费、住
院费、接生费、药费等费用也无法报销，
想要休带薪产假往往也需要提供准生证
明。

虽然独自抚养孩子，但在给孩子办
理各类身份证明和手续时依然要确定
孩子父亲的身份，这无疑刺痛了许多

“未婚妈妈”。“未婚妈妈”于军在给孩子
上户口时，被告知需要提供孩子生父的

信息和亲子鉴定证明，而前男友已经失
踪不见，于军“连交社会抚养费的资格
都没有”。

“‘非婚生子’男女双方均需缴纳‘社
会抚养费’，但往往会存在男方身份信息
难以确认、滞纳缴款等问题。有的男方
存在超生问题，需要支付巨额‘社会抚养
费’，一旦男方无力支付，就会给孩子办
理后续手续带来巨大的麻烦。”南京一计

生委工作人员透露。
可喜的是，“非婚生子女”落户已经

不再与征收社会抚养费直接挂钩。广东
省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违法生
育子女入户和征收“社会抚养费”是两回
事，两者既不矛盾，更不相互否定。记者
了解到，来自云南、湖北等地的5位新入
群“未婚妈妈”均已经免费顺利完成子女
落户。

近年来，“未婚妈妈”杀害亲子的悲剧时
有发生，折射出这一特殊群体承受的巨大社
会压力。吴霞将“小众群体”的特殊需求搬
到了大众视线之内，并非倡导未婚生育，只
是认为“这种生活方式不该被社会歧视”。

网友“小兔子乖乖”是一位“未婚妈
妈”，儿子今年已经5岁了，工作之余，她

管理着200余人的“未婚妈妈群”。她
说：“群里的妈妈们自强自立，靠自己力
量带大孩子，不需要外界的同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相比经济压力，
大多数“未婚妈妈”更害怕别人“异样的
目光”，她们认为女性成功的标准不局限
在婚姻和家庭。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曾经建议，取
消对非婚生育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规
定，以减少非法堕胎、遗弃婴儿等问题。
部分“未婚妈妈”建议，“社会抚养费”应
该完全由男方承担，呼吁“未婚生子”能
同样享受生育福利。

“完全取消征收也会带来问题，婚外生

育、借精代孕等现象难以控制，也是间接对
遵守计生政策公民的不公平。”律师潘雯说。

无论今后法律能否满足“未婚妈
妈”的诉求，无论与婚姻制度挂钩的生
育政策如何变化，在冰冷的条例和规定
外，她们真正需要的还有人情的温度。

（新华社南京8月6日新媒体专电）

经济困境：

给“未婚生育”
的巨额罚款

政策困境：

对“非婚生子”
的差别对待

精神困境：

呼吁享受
同等生育权利

➡ 8月6日，孙龙飞在自己的农场里采摘黄秋葵。
来自河北省霸州市南孟镇马坊村的“90后”小伙子孙龙飞今年从天津农学院毕

业。毕业季快来临时，他没有像大部分同学一样忙于找工作，而是回到村里租了10
多亩地，在老师的帮助下开办“家庭农场”，在家乡的田野上种植黄秋葵，也种下了自
己的创业梦。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90后”大学生
田野里种下创业梦

新华社香港8月6日电 香港铁路公司（港
铁）6日宣布，因上半年整体延误时间达227分
钟，港铁会被政府罚款600万港元。

港铁车务营运副总监刘天成表示，今年上半
年港铁列车准时度达99.9％，有1宗超过60分钟
的列车延误个案，及4宗超过30分钟的列车延误
个案，整体延误时间达227分钟，同比下跌约一半。

根据规定，特区政府会就港铁的严重服务延
误（界定为31分钟或以上的延误）向港铁公司征
收罚款，款额由100万港元至1500万港元不等。

刘天成说，港铁还将投资60亿港元更换93
列列车，其中涉及荃湾线、港岛线、将军澳线及观
塘线四条线的列车。

目前港铁在港运营的铁路轨道总长约221公
里，工作日日均运量超过546万人次，占香港公共
交通总运量的48.1％。

港铁因延误
被罚600万港元

8月6日，山东省沂南县大庄镇南双泉村农
民孙起湘家的3亩玉米发生倒伏。

8月5日，山东省沂南县大庄镇21个村庄遭
受暴风袭击，大批树木被刮倒或拦腰折断，部分房
屋倒塌，160个养殖和蔬菜大棚垮塌，4000多亩
玉米倒伏，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该镇正在
积极组织抗灾自救。 新华社发（杜昱葆 摄）

山东沂南遭暴风袭击

新华社香港8月6日电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
中心6日表示，香港再有12人疑似因进食“洪瑞珍”
三明治而食物中毒，使受影响者人数共达84人。

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说：“署方今日发现四个
新增群组，涉及12人，他们均于早前购买和进食
有关三明治，其后出现病征。”

据悉，新增患者包括五男七女，介乎3岁至
70岁之间。在7月25日至29日期间进食上述三
明治约12至41小时后，患者先后出现肠胃炎病
征，包括腹泻、腹痛、呕吐和发烧等。当中十人曾
经求医，其中一人入院治疗后已出院。

截至6日下午五时，卫生防护中心发现共29
个群组，涉及84人受影响。所有受影响人士目前
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正继续调查。

疑似因进食“洪瑞珍”三明治中毒

香港患者增至84人

柴国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