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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围猎”权力 妄图摆平官司
——“红通”逃犯郭文贵被骗2000万元始末

日前，公安
机关破获一起冒
充“中央领导亲
戚、军队首长”进
行诈骗的案件，
涉案金额 2000
万元。公安机关
查明犯罪嫌疑人
赵立新、葛长忠
合伙骗取北京盘
古氏公司实际控
制人、潜逃海外
的犯罪嫌疑人郭
文贵2000万元
的“好处费”的事
实——

2015年，逃
亡海外近一年的
郭文贵为了达到
摆平官司、逃避
制裁、回到国内
的目的，以捞人
为名，不惜重金，
企图继续采取惯
用的手段俘获官
员、围猎权力，没
想到栽在冒充中
央领导亲戚的假
和尚、假总参大
校 手 中 ，被 骗
2000万元。

2015年5月，赵立新接到好友的
电话，称其朋友民航总局空管局原管
制员宋军的一个客户想把其被抓的女
秘书捞出来。他事后得知，这个客户
叫郭文贵，系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
司、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因涉嫌多宗犯罪于2014年8月逃
亡海外。

50岁的赵立新，是黑龙江双城县
人，案发前一直居住深圳。一直以来，

赵立新对外将自己塑造成具备三大身
份的背景深厚的高人：中央领导亲戚、
军队首长、得道大师。

“为了满足虚荣心和捞取利益，领
导、首长、大师、老总，叫我什么都答
应。”赵立新说。

郭文贵为捞人开出了优厚回报。
赵立新说，对方承诺事成之后给办事
人2000万元好处费。面对如此“诱
惑”，赵立新想到了他的神秘弟子葛长

忠。“我只知道他是总参大校，有相关
证件，他还给我看过一些文件，上面写
着多个国字号开头单位领导。”

葛长忠另一身份是中直小康投资
有限公司副总裁，他自称因物联网+
项目急需投资，于是和赵立新一拍即
合，决定行骗。实际上，据公安机关调
查，中直小康是一个没有实质经营活
动的空壳公司，是他们用于诈骗的平
台，公司的董事长张某目前也被公安

机关依法审查。
2016年5月，宋军带着郭文贵提

供的材料，在深圳和赵立新、葛长忠会
了面，这次会面更坚定了他对赵的起
初认知。“他高高大大，穿着一件像军
装的衣服，从他的言谈举止，我信了他
的身份。”

此后，经宋军搭线，郭文贵与赵立
新、葛长忠初步商定：把人捞出来后，
就把这2000万元好处费给他们。

“实际上，郭文贵说捞人就是个
幌子，他逃到海外后想回国，让我找
人帮他接触高层人物，探探回国口
气。”宋军说。

2016年 5月 18日，郭文贵的杨
姓女秘书在被监视居住期满后，公
安机关依法对其取保候审。

郭文贵最初以为这是葛长忠和

赵立新通过大领导关系运作的结
果，对其热情大增。据葛长忠与郭
文贵的WhatsApp聊天记录显示，
郭对葛说：“葛兄，对你这个龙哥（葛
的生肖属龙）我信心十足。赵主任
（赵立新）宋老弟（宋军）未来都是咱
们这个平台上的人。”

“这件事情之后，郭文贵很高

兴，让我尽快去英国和他见面。”葛
长忠说，当日他就联系郭文贵的屈
姓女助理，随后办理2000万元的转
账手续。

相关银行账单流水显示，2016
年5月，郭文贵先是给中直小康转账
600万元。因葛长忠无外汇账户，随
后郭又向葛长忠指定的香港万穗集

团公司账户转账1400万元。
为了笼络葛长忠，郭文贵还邀

请葛长忠到其香港的办公地点，召
开视频会议。“他说很想见见我，把
我的项目向他的股东介绍，他们都
会在视频会议上来听你的介绍。”葛
长忠说，但在现场他只看到了郭文
贵一个人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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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介绍，为了尽快利用赵立
新、葛长忠吹嘘的所谓高层关系，摆平
自己的官司，郭文贵安排葛长忠前往英
国，与他协商所谓的后续合作一事。其
实他的真正目的是想亲自检验葛、赵背
后的“大人物”究竟是什么级别。

2016年 6月，葛长忠飞到伦敦，
与郭文贵见了面，商谈合作事项，但郭
关心的是赵立新的背景。

“他一直询问赵立新的情况，比如
赵认识哪些中央高层领导，与中央领
导人是何关系、是如何认识的。”葛长
忠说，他表示不太熟悉赵的背景后，郭
就不高兴了，再给他看合作意向书，郭
就恼了，接着就翻了脸。

葛长忠认为，谈崩的原因是郭文
贵认为他们这些层级的人帮不上忙。
郭实际上是想让他们帮助接触高层，

助其回国。
发现受骗后，郭文贵非常愤怒、气

急败坏。在WhatsApp上，郭对宋军
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赵立新说他
认识高层领导，百分之百是在说谎。他
们是一大帮骗子。我出了洋相，丢死人
了，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样的骗子。”

郭文贵的懊恼，自有缘由。相对
于赵、葛二人，他也是诈骗老手。从发

家开始，一直到现在逃亡海外，郭文贵
涉嫌骗税、骗贷等多宗诈骗犯罪，如今
反被他看不上眼的赵、葛二人所骗，如
何不令他气急败坏。

今年6月，赵立新、葛长忠因涉嫌
诈骗罪被刑拘，为郭文贵捞人牵线的
宋军，则因涉嫌另一起“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案”被刑拘。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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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勇于探索，把绿色发展与改善民生
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不砍树也致富，
打造“百姓富、生态美”的发展格局。

保“量”提“质”
让“两棵树”变成“万木林”

福建省森林覆盖率长期领跑全国，
然而，存在森林质量不高，树种结构不合
理等短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八闽山
上主要生长杉木、马尾松两种树木。

针对短板，福建省逐渐转移造林
重心，鼓励种植珍贵阔叶树，同时加强
森林经营，让“两棵树”变成“万木林”，
推动森林资源增量提质。

顺昌县富金竹木专业合作社几年
前投入300万元，在2000多亩已成熟
的杉木林里套种珍贵树种红豆杉。合
作社负责人曹光华说，“经过改造，原
来的纯杉木林将会变成异龄复层林，
其水土保持能力、生态多样性是过去
所不能比的。同时，红豆杉还能带来
不菲的收入，一举多得。”

目前，福建树种结构得到合理调整，
主要造林绿化树种由过去的杉木、马尾
松等增加到闽楠、枫香、香樟等50多种。

以“短”养“长”
为林农致富增添新途径

福建山多地少，农民脱贫致富的

希望都在山林之中。在生态保护的大
背景下，许多林子不能砍了，林农如何
才能致富？

福建省近年来接连出台政策，大
力发展林下经济，让连绵起伏的绿色
群山为林农致富增添新途径。

记者在走访武平县捷文村时看
到，林农们在林地里种植花卉、育苗、
养蜂、养鸡，一些村民还发展起客家特
色的“农家乐”。

村民钟敏添是最早分得林权的林
农之一。从2001年开始，造林成为他
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造林需要自己
出一部分钱，而且基本上没什么收入，
不过要算远账。”钟敏添说，依靠前十
年的造林，他发展起林下经济，种植了

1万多株花卉，一年可收入3万多元。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下活绿色发展“一盘棋”

明晰产权后，集体林业经营水平逐
步提高。但一些问题逐渐显露：一座山
场几十户甚至上百户经营，容易产生纠
纷；小户防火、防盗、防治病虫害难；不少
农民外出务工，难以顾及林地经营……

为此，福建省在产权清晰和林农自
愿的前提下，探索培育多种新型林业经
营主体，大力发展家庭林场、林业专业
合作社、股份林场等多种经营方式。同
时还探索了林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
权“三权分置”改革，通过核发林地经营

权流转证，实现林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
离，既保护林农的切身利益不受损害，同
时让经营权流转方放心经营，为林地规
模化、集约化经营打下基础。

瞄准现实问题，福建林改为实现“生
态美、百姓富”不断探索新路。截至2016
年底，福建累计成立林业专业合作社、家庭
林场和股份合作林场4500多个，营林面
积超过1100万亩。2016年，以林农为主
体的福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850元，
同比增长9.5％，增幅高于同期全省城镇居
民近1个百分点。福建还在全国率先开展
多种涉林保险，目前全省森林综合保险承
保面积超过9000万亩，参保率75％。

（据新华社福州7月11日电 记
者董建国）

福建持续深化林改

释放绿水青山生态红利
砥砺奋进的5年

广告

拿到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三亚城投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将
同心家园四期、五期、八期商铺若干进行公开竞价招租，有关商铺情况
介绍如下：一、招租商铺概况：同心家园四期位于三亚市月川中路，项目
商铺临街三层，面积7111.02m2（不含一楼已使用的273.89m2）整体打
包招租。同心家园五期位于海螺村，商铺均为住宅底商，20间商铺单间
（单间建筑面积在90m2-310m2）招租。同心家园八期位于三亚市迎宾
大道中段，3#（1454.8m2不含二楼已使用的350m2）、4#（1804.8m2）、6#
（8149.43m2）商铺为独栋商铺，5#（1307.36m2）商铺为住宅配套商铺，
整体12716.39m2优先招租，如整体未能成功出租，则单栋整体招租。
二、招租方式：本项目商铺采用公开竞价方式出租，按价高者得的原则
确定租赁方。有意向的承租人/企业请在公告期内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商铺承租策划方案、营业执照、征信报告等相关材料至三亚市榆亚路大
东海花园C栋1502报名。三、竞租对象：同心家园四期、八期商铺竞租
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同心家园五期商铺竞租人为具有独立民
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已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四、公告期：2017年7
月12日至2017年7月21日 有意承租者，请在公告期提供以上资料。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李先生0898-88246950。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榆
亚路大东海花园C栋1502。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2日

同心家园四、五、八期商铺公开招租公告

海南柠海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40324188505，
法定代表人：潘亚文)：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
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
项告知书》琼国税三稽罚告〔2017〕7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
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
对你（单位）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事实依据：
你公司2015年10月至2015年11月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2

份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完税价格合计274421152.11元，
税款金额合计35674749.77元，已申报抵扣35674749.77元。经
查，上述2份同号码海关缴款书实际经营单位和缴款单位不是你
公司；且通过检查你公司银行账户资金往来，上述海关缴款书所
涉及的进口货物货款及进口增值税税款你公司没有支付记录。

据此认定你公司2015年10月至2015年11月认证抵扣的2份海
关缴款书是虚假的,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应做进项税额转出。

（二）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拟对你公司虚开其他抵扣凭
证的行为处以罚款500000元。

二、你（单位）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
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
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若拟对你罚款2000元（含2000元）以上，拟对你单位罚
款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
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
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联 系 人：林花 刘钊
联系电话：（0898）66791067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

三稽查局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2017年7月12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三稽告〔2017〕8号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六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六稽告 [2017]10号

海南霖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324139084T，
法定代表人：张小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我局
将对你公司2015年6月26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依
法进行检查，但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证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
你公司人员，相关涉税文书无法送达，现将文书公告送达，《税务检查
通知书》（琼国税六稽检通一[2017]10号），自2017年7月6日起对你
公司 2015年 6月 26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
查、《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六稽通[2017]04号）自收到本通知书
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提供2015年6月26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
间的账簿、会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
视为送达，我局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六稽查局

2017年7月12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六稽查局办公地址：海口市紫荆路9号12楼；
联系人：郑先生 李先生；联系电话：68534231）

国家邮政局：

明年底前实现快递
实名收寄信息化全覆盖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国家邮政局市场
监管司司长冯力虎11日在国家邮政局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原则，力争
在2018年年底前实现实名收寄信息化全覆盖。

今年4月起，全国153个城市启动了实名收
寄信息系统推广应用试点。

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中心技术处工程师许良
锋介绍，国家邮政局面向个人和企业用户研发了“安易
递实名寄递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通过寄递统一二
维码、图像自动识别等技术实现快递实名制信息化。

很多消费者觉得快递员流行性大，也不能辨
别快递员的身份真假，对实名制录入个人信息的
安全存有疑虑。为方便寄递用户核验快递员身份
真实性，在加强快递员实名管理的基础上，各企业
要对快递员逐一建立身份信息二维码，供用户实
时扫描查验快递员身份的真实性。

7月 11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17
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

本届大会将围绕物联网、互联网教育、互联
网金融、互联网法治、云计算等热点领域推出22
场论坛。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开幕

坐动车也能叫外卖了
铁路部门推出动车组互联网订餐
17日起在27个供餐站试点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樊曦）记者
11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7月17日起，铁路
部门在各省会及计划单列市所在地的27个主要
高铁客运站，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为
旅客提供更多品种、口味的餐食服务。

7月17日起，乘坐G、D字头的动车组列车出
行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网站、手机APP等方
式预订，既可以订所乘列车餐车供应的餐食，也可
预订沿途供餐站供应的社会品牌餐食。

此次试点的供餐站共27个，主要是上海、西
安、福州等省会及计划单列市所在地高铁客运站，
旅客订餐成功后，铁路站车服务人员会把餐食送
到订餐旅客指定的车厢和席位。

关于订餐服务流程，该负责人提示，旅客通过
12306网订票成功后，将收到是否订餐的提示，需
确认订餐时，按页面功能提示办理，并可使用支付
宝和微信支付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