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

武长顺案一审开庭
据新华社郑州3月29日电 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29日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天津市政
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贪污、受贿、
挪用公款、单位行贿、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一案。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
人武长顺利用担任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
长、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市政协副主席
等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公司非法
占有公款共计人民币3.42亿余元；为他人谋取
利益，直接或通过其亲属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
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440万余元；挪用公款人民
币1.01亿余元供相关单位进行营利活动，从中
谋取个人利益。综上，武长顺的行为应以贪污
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单位行贿罪、滥用职权
罪和徇私枉法罪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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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7）海中法拍委字第3号

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并委托，由我公司对以下涉
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灵山镇锦丰作业队，证号分别为：海
口市国用（2005）第 005065 号、第 005066 号、第 005067 号、第
005068号、第005069号，总土地面积2039.66m2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参考价：634.11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

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7年4月
28日15：30；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土地交易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
至2017年4月27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报名地
点：海口市龙华路16甲号太阳城大酒店主楼8层；5、收取竞买保证金
时间：以2017年4月25日17：00前到帐为准；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
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90001153；7、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
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8、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
拍卖，整体竞买优先，所有税、费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248828 13006006966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琼中土告字〔2017〕1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

政府批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
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参加竞买者
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本次
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三、竞买申请和登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7年4
月5日至2017年5月2日下午17时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二
楼用地股（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号窗口）查询和购买《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
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以保证金
到账为准）。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7年5月2日下午17时前确
认其竞买资格。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7年4月24
日 上午9时（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7年5月4日 下午15时（北
京时间）；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
地交易厅进行。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

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五、其他事项：（一）该地块按现状出
让，须按我县城乡规划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二）开发建设期限：开发企业
须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之日起2年内完成项目的开发建设。如不按期完
成计划投资建设和不履行《国有建设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经县政府批准
后依法收回使用权。（三）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日内与
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
块的合同价款。（四）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
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
省的有关管理规定。（五）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佣金按有关
规定收取。（六）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联系人：李先生 欧阳先生；联系电话：
86225309 65303602 68523900；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www.landchina.com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3月30日

地块编号
qz-2017001
qz-2017002
qz-2017003

位置
县百花岭综合旅游区内
县百花岭综合旅游区内
县百花岭综合旅游区内

面积（亩）
70.95
26.84
35.06

使用年限
40年
40年
40年

用途
住宿餐饮用地
住宿餐饮用地
住宿餐饮用地

容积率
≤0.5
≤0.5
≤0.5

建筑密度
≤35%
≤35%
≤35%

起始价(万元)
2722
1032
1348

保证金(万元)
2722
1032
1348

公 示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启

动征收，现场征收编号道客D38，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
道客社区道客三里99号。该现场编号上房屋办有《营业执
照》，铺面名称为海口琼山董田铝合金店，经营场所为海口市
琼山区龙昆南路道客三里99号，经营者董某，注册日期2015
年9月15日。

经我部调查、核实，该编号房屋自2010年一直经营铝合
金门窗等制作和零售，但一直未及时办理营业执照，直至2015
年9月15日才办理营业执照，我部对该宗编号房屋认定为自
改铺面，自改铺面面积为55m2，经营期限自2010年至2015年
12月4日。现对上述基本情况进行公示，如有异议，自本公示
之日起7日内向我部提出，逾期我部将依法进行征收。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13307501398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改指挥部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2017年3月29日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琼工商听告〔2017) 2号

海南亿联铖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本局立案调查的海南亿联铖钢铁贸易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钢材一案，已调查终结。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五十二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2015年4月27、28、29日，我局委托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依法对你公司销售的
“燕山”、“小露珠”牌HRB400、HRB400E两种等级共9种不同型号规格计2872.4吨螺纹钢
进行“质量监测”抽样检验。其中“燕山”牌Φ10mm,Φ12mm,Φ14mm规格的螺纹钢经检验
为不合格产品。不合格螺纹钢总合计326.5吨，不合格产品货值金额总合计：811825.00元。

你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之规定，我局拟对你公司作出如下处罚：处不合格产品货值
金额811825. 00元之3倍计2435475.00元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
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第四、第五款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听证规则》
第六条、第八条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公司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
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你公司应当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以书面或者口
头形式提出。逾期未提出，也未作任何其他表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石鹏、薛毅 联系电话：0898-66706709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3月30日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公告

琼工商听公〔2017) 1号
海南亿联铖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因我局无法在你公司法定住所海南省海口
市秀英区海盛路229号钢材交易市场南区A栋
801号—1#房找到你公司办公场所，无法向你
公司直接送达《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琼工商听告〔2017) 2号）。依
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
十二条第四、第五款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
处罚案件听证规则》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我局
依法以公告的方式送达，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
内，你公司既不陈述、申辩也不要求举行听证
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特此公告。
附件：《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书》（琼工商听告〔2017〕2号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3月30日

受委托，定于2017年4月28日上午9时在万宁市万宁迎宾馆五楼
会议室依法公开拍卖位于万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北侧纵一北路与阳光
路交汇处阳光小区（一区）1号、2号、3号、4号及10号楼24套商铺资产：

说明事项：1、本次拍卖采取整体优先原则，每份竞买保证金可
以竞买任意一间商铺（依此类推）。2、符合贷款资格的买受人可用
本次拍卖标的的商铺抵押，向万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按揭
贷款。3、标的物的房产面积以房产管理部门核定的面积为准，面积
差异不影响成交价，成交价款多不退，少不补。标的展示时间：2017
年4月6日至2017年4月27日止；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报名时间：
2017年4月24日至2017年4月27日16时止（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报名地点：标的所在地；竞买保证金存入以下指定账户：名称：海南
宏志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平安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帐号：
11008495530501。有关详细事项请查阅《拍卖手册》，有意竞买者请
向拍卖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本次拍卖事项如有变更，以届
时变更公告为准。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1419
室；电话：0898-31981199 13647547066 13322006990

2017年3月30日

4号楼

3号楼

2号楼

1号楼

1号商铺
2号商铺
3号商铺
4号商铺
5号商铺
6号商铺
7号商铺
8号商铺
9号商铺
10号商铺
11号商铺
12号商铺
13号商铺
14号商铺
15号商铺
16号商铺
17号商铺
18号商铺
19号商铺
20号商铺

253.4
253.4
290.44
290.44
212.45
212.45
212.56
212.56
290.59
290.59
248.41
248.41
290.59
290.59
212.56
212.56
212.45
212.45
290.44
290.44

206
206
232
231
178
177
177
178
242
246
223
223
252
253
190
189
189
190
251
253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幢号 房号 建筑面积（m2）参考价（万元）竞买保证金（万元）

万宁市阳光小区（一区）商铺拍卖公告
1号楼

10号楼

合计

21号商铺
22号商铺
23号商铺
24号商铺

253.4
253.4
276.77
276.77
6088.12

231
230
275
277
5299

40
40
40
40
960

幢号 房号 建筑面积（m2）参考价（万元）竞买保证金（万元）

“恒信乐健”奶粉
被检出致病菌阪崎肠杆菌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陈聪）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日前通告称，食药监总局
今年2月组织抽检婴幼儿配方乳粉219批次，发
现有1批次标称恒信乐健（厦门）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生产、由昆山市千灯镇佳薇婴儿用品店销售的
婴儿配方奶粉（1段）不合格，阪崎肠杆菌被检出。

通告指出，本次检测项目包括蛋白质、脂
肪、碳水化合物等63个指标。在抽检中，该不
合格产品阪崎肠杆菌3次检出值分别为0、0和
检出。不符合标准规定的3次检测结果均不能
检出的要求。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个别项
目不合格，其产品即判定为不合格产品。

80天就回本，160天翻番？

消费返利 重出江湖
“你消费、我返钱、零成本购物”，听起来很美的购物模式，却频频出现资金断链、老板跑路现象，现金秒变积分烂在自己手中，无法兑换。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调查“众和乐购”平台发现，这种曾遭查处、以消费返利为名头的传销骗局重出江湖。2012年至2013年，浙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及旗下“万家购物”网站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罪被查处。业内人士称，众和乐购与万家购物的模式高度类似。目前，上海青浦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

在位于上海市青浦区e通世界
商务区的众和乐购电商平台办公
室，张姓和周姓两位区域代理接待
了要“投资”的记者。自今年2月底
以来，这里每天都不断聚集前来讨
说法的商家和代理。

据悉，实体店商家加盟后，平
台会给商家带来会员消费者，商家
向会员每销售 1000 元金额的产
品，需上缴16％的佣金给平台。这
16％就是返利来源。

众和乐购承诺，每天拿出10％
左右的佣金给累计消费满1000元
的会员均分，会员可以每天得到约2
个积分的平台返利，积分可以用来
向商家购物。理论上，500天就可
以实现免费购物。商家拿到积分
后，可以向众和乐购提取现金。区
域代理则是通过“扫街”发展更多商
家，还可发展一级代理作为下线。

从表面上看，这是商家、消费者

和平台三赢的局面。实际上，大量
商家却将其当作投资渠道。只需用
亲戚朋友以消费者名义注册会员，
在未产生交易的情况下，将160元
的佣金直接交给平台，就会每天获
得返利的2个积分，80天就回本，再
往后便能实现盈利，160天翻番。

就是这样一个投资诱惑，让各
地区域代理拉拢了大量商家和一
级代理。上述张姓区域代理声称，
2016年初运营至今，众和乐购的营
业额达到22亿元左右。

“这与当年万家购物的手法几
乎完全相同。”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刘春彦分析，从表面上看，这是一
个很大的市场蛋糕。但事实上，这
种返利模式，是建立在公司销售业
绩不断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前提下
的。购物返利实质，是以后人的消
费来支付前人的返利，相当于十个
瓶子八个盖，迟早要出问题。

业内人士介绍，由于充斥着大
量虚单，众和乐购本身并没有实质
性的造血功能，只能用后来者的佣
金填付前者的积分兑现。

杨某2016年初成为区域代理，
先后发展了几十个商家，大部分都
是熟人间相互介绍的。据他介绍，
其中90％都是虚单。

这种虚假消费的模式，众和乐
购管理层并非不知道。负责运行
的张行观在一次与区域代理的沟
通中就说：“这个行业没有虚单肯
定是搞不下去的。”

2017年初，平台突然宣布不再
兑换任何积分，引发各地的商家和
代理上门维权。名为“众和维权报
案”的微信群内，已有149个区域代
理和商家等加入。一位名为“众和
乐购泉州区域总代理”的人士称，泉
州地区商家大约总共损失300万元
左右，90％以上的人都没有回本。
杨某表示，在自己区域里，最多的商
家有100多万积分没有兑换。

记者了解到，旧的平台断链、

新起炉灶是这个行业惯用的运作
模式。一位熟知内幕的业内人士
告诉记者，负责运行众和乐购的张
行观曾是万家购物的区域代理。
万家被查处后，张行观作为股东创
办了一家名为瑞丰成的消费返利
网。瑞丰成出现资金困难后，张行
观又参与了众和乐购的运作。

众和乐购平台由上海鹤首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创办运营。众和
乐购难以为继后，又试图开通新的
网上商城，并制定新规则：凡是希
望兑换积分的会员，必须通过新平
台购买等值的商品。鹤首的前法
人张朝辉如今是新平台的区域代
理。他在一次沟通中坦言：“现在
都往新的平台上去，众和乐购我们
管他干什么呢？谁都不用管。”

在记者亮明身份采访张行观
时，他却称众和乐购和万家购物有
本质区别，前者是有实体支撑的，有
20多家真正销售商品的合作商铺。
自己从未参与过万家购物的操作，
且现在已经被众和乐购辞掉了。

购物就返利
号称年销售额22亿元

购物平台说停就停
商家现金秒变“积分”

万家购物被查处后，一系列以
购物佣金分成为卖点的消费返利网
站频频崩盘，相继被曝光。一些平
台甚至打出150％返利的口号，相
关事件涉案总额已达数百亿元。

2016年，公安部曾发文提醒，
不少传销都打着电子商务、消费返
利等创新经营、投资模式的幌子。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开办一个返利
网站，在断链后再起炉灶的成本很
低，这一现象如同“病毒”般此起彼
伏、难以断绝。

在一位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
者来到了位于上海杨浦区的一栋商
务楼，见到了一位“虚拟货币”投资
公司的负责人李某。据这位业内人
士介绍，他也曾是万家购物的区域
代理。

李某向记者介绍了由消费返利
演变而来的“虚拟货币投资”：通过
区域代理发展下线参与虚拟货币投
资及返利，发展下线还可以拿“对碰
奖”，第一层的区域代理能得到以下
所有层级销售额总和的44％作为
提成。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刘
春泉认为，这种模式得以持续运作
的途径，即不断吸引消费者进入购
物网站消费，用后期消费者投入的
资金来支付前期消费者的返利，是
典型的“庞氏骗局”。当电商以返利
的名义“拉人头”，而没有实质商品
交易时，其实质就是采取线上形式
的传销。“受害者往往先甜后苦，一
些人甚至就在赌能否在平台倒闭前
回本。”

刘春彦分析，目前这类事件有
三大特征：一是商品金融化，从过去
的实物买卖，转变为没有实质、特定
性的商品；二是对象隐蔽化，由于是
线上交易，不少参与者可能无法判
定自己的上下线究竟是谁；三是操
作专业化，不少过去都在类似平台
上操作过，学会这些把戏后自己另
立门户。

刘春彦表示，如果不加以严控，
这种骗局蔓延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一些高额消费返利类网站夸大或虚
构运营模式前景，通过发展人员和
非法吸收资金维持运转，已涉嫌违
法犯罪。消费者也应认清其实质，
防止自身利益受损。

记者 周琳 潘旭
（新华社上海3月29日电）

警惕打着电子商务、
消费返利等幌子的传销变种

内蒙古居民楼爆炸事故后续

已抓获11名犯罪嫌疑人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3月29日电（记者贾

立君）29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
右旗公安局证实，北只图村居民楼爆炸事故另
外1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被抓获。至此，共已抓
获11名犯罪嫌疑人。

新华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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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骗局

“按个钮就报警”

3月29日，永清县公安局巡警队员在一键
式报警系统指挥中心演示案情处置。

河北省永清县公安局在城区全面推行一
键式视频报警系统，构筑起全方位、立体化的
城市“巡控网络”，真正实现了让群众“按个钮，
就报警”。目前，此设备覆盖整个城区，实现了
100个视频报警点和200多路高清视频联动。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