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 销 公 告

减 资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馨佳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MA1GT2XM7L， 声明

作废。

上海顾佳建材有限公司税

号 ： 913101147518625094， 遗

失上海市增值税专用发票6份，

发票代码 ： 3100152130， 发票

号码： 35035645-35035650， 国

税老发票 （数据迁移用） 12份，

发票代码 ： 3100112620， 发票

号码： 06119514-06119525， 及

遗 失 金 税 盘 ， 编 号 ： 44 -

66150235290， 声明作废。

上海翔璐精密模具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774785550N， 经股东

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絮风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 经股东决定原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现减资至10万

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三部门： 加强应急基础信息管理

建立风险隐患信息库

□据新华社报道

“退聘礼的钱还是凑不够， 要把叔叔

从海拔 6000 米高的山上摘来的冬虫夏草

拿出来卖， 价格是 100 元一根……” 老

家逼亲的穷苦“虫草姑娘” 身后， 竟是

一场请君入瓮的骗局。 浙江省义乌市警

方日前打掉了一个网络诈骗团伙， 跨省

抓获李某、 钟某、 夏某、 梁某等 18 名犯

罪嫌疑人， 目前已有 14 人被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经查， 2018 年 12 月底， 该犯罪团伙

在江西省分宜县设立窝点， 通过网络冒充

来自西南省份的女孩“巫勇梅”， 编造可

怜身世骗取同情， 以各种理由实施诈骗，

涉案金额近 200万元。

2019 年 1 月 24 日， 义乌市公安局接

到报警， 一位鲍姓男子称自己被骗 3.5 万

余元。 鲍先生 1月初通过互联网认识“巫

勇梅”， 听其悲惨身世后起了恻隐之心，

先后转给她 35290元。 直到对方失联， 他

才意识到被骗， 随即报警。

根据案件信息梳理和线索排摸， 警方

最终锁定位于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的犯罪

窝点。 3月 7日、 4 月 20 日， 义乌警方分

两次前往江西新余，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

下， 成功将诈骗团伙中的 18人抓获。

据警方介绍， 该团伙自 2018 年 12 月

起， 通过微信添加好友的方式搭识被害

人， 并编造“巫勇梅” 的悲惨身世： 老家

逼亲， 家里又穷， 唯一出路是将家中收集

来的虫草变卖， 用于退还“聘礼”。

该团伙通过既定话术， 一步步取得被

害人的同情和信任。 据统计， 全国各地共

有 260余位被害人陆续向该团伙汇款， 金

额总计近 200万元。

□据新华社报道

海关总署 5日发布通告， 多地海关缉

私部门和海警、 公安机关近期开展打击成

品油走私集中收网行动， 抓获犯罪嫌疑人

43 名， 初步查证涉案走私成品油约 17 万

吨， 案值约 12.7亿元。

通告显示， 4 月 20 日，在海关总署和

中国海警局统一指挥下，在杭州、南京、广

州、 大连等海关缉私局和地方公安机关支

持配合下， 宁波海关联合浙江省海警局在

多个省份同步行动，出警 400余人，现场查

获 2.95 万余吨走私成品油，查扣 1 艘 4.37

万吨外籍走私母船、4 艘中途转运油船，查

封油库 1个、油罐 16个。

经查， 2018 年以来， 涉案外籍油轮

多次从新加坡等地偷运成品油至宁波以东

的中国领海， 以滕某某为首的走私团伙组

织“顺翔油 9” 等油船， 从外籍油轮过驳

成品油， 并偷运至浙江某油库销售牟利。

海关总署缉私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 3月以来， 全国海关共立案侦办成品油

案件184起，查扣成品油3.48万吨，查证涉案

成品油数量约100万吨，案值 66.21亿元。

□据新华社“新华视点” 报道

近年来， 金融、 公安等部门不断加大

对倒卖银行卡、 支付账户等行为的整治力

度，但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此类违法交易仍

然活跃，银行卡“四件套”上千元、微信账号

几百元、 单位银行账户近万元……这些被

买卖的账户被犯罪分子用来实施网络赌

博、 洗钱、 电信诈骗。

银行卡形成地下“黑市”

一套银行卡能卖上千元

2018 年底， 福建安溪警方在查获一

起网络赌博案件时， 发现有人大量使用银

行卡帮助犯罪团伙洗钱。 安溪县公安局合

成作战中心民警黄东宇介绍： “近百万元

赌资先后经过五六次大规模转账， 通过四

五十张银行卡‘洗白’。”

记者发现， 网络赌博、 电信诈骗、 洗

钱等犯罪团伙除了大量使用个人银行卡转

移赃款， 还频繁交替使用第三方支付账

户、 单位银行账户。

福州警方近日查办的一起诈骗案中，

诈骗分子利用多个平台腾挪资金： 90 余

万元的诈骗款， 由受害方账户转入诈骗团

伙控制的 1个单位银行账户后， 被分散转

入 3 个个人银行账户， 之后又被分成 79

笔转到 17 个支付宝账户， 再经过多次个

人银行账户之间的流转， 最终汇入由 31

个银行账户组成的资金池。

犯罪团伙手里大量的银行账户从何而

来？ 办案民警介绍， 这些个人银行账户多

是进城务工人员、 偏远地区人员、 无业人

员、 在校大学生等在银行开卡后出售的。

泉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

陈宗庆说：“现在银行开户很方便， 而单套

银行卡‘黑市’一手价少则数百元，多则上

千元，吸引了一些贪图利益的人。 此外，有

些不法分子以淘宝店刷流水或做生意转账

等为由， 忽悠一些群众出卖自己的账户。”

记者在网上搜索“长期收购银行卡”

等关键词， 显示大量 QQ 号、 微信号等

联系方式。 多位卖家称， 包含高仿身份证

或身份证复印件、 银行卡号、 网银 U 盾、

手机号码在内的“四件套” 单价近千元，

如包含身份证原件约 3000元。

买卖第三方支付账户、 单

位银行账户多发

除了银行卡， 警方表示， 近来， 买卖

第三方支付账户和对公银行账户多发。

记者暗访发现， 在网络上可轻易购买

到微信、 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账户。 记者

与卖家“水中月” 加为 QQ 好友， “水

中月” 表示其手中的微信账号分为 200

元、 300 元、 400 元三个等级， 200 元的

账号已注册半年， 每年的交易限额为 8 万

元， 需自己绑定银行卡； 400 元的账号注册

约两年， 每年的交易限额为 20 万元， 已实

名绑定了银行卡。

讨价还价后， 记者以 150元的价格购得

一个名为“。” 的初级微信号。 卖家按照约

定发来该微信号的实名注册人姓名“张某

某” 以及身份证号的后四位。 记者选择“邀

请好友辅助验证” 方式， 成功在手机登录。

“水中月” 告诉记者， 他每个月至少可

以收购 100 个微信号， 大多来自在校学生

等。 这个微信号原所有人“张某某” 为在校

大学生， 账号是以 100元的价格收购得来。

记者在这个微信号上操作“添加银行

卡” 发现， 持卡人姓名为“张某某”， 点击

“更换实名” 后即可重新绑定银行卡、 设置

支付密码， 在新添加的银行卡和微信钱包之

间， 可顺利充值、 提现， 与其他微信账户之

间也可完成转账、 收付款等。

此外，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 在最近破获

的案件中， 多次出现了单位银行账户。 由于

单位银行账户转账额度不受限、 冻结难， 越

来越多地被不法分子利用。 在福建安溪近期

查获的一起诈骗案件中， 一周之内， 26 万

元的诈骗款在 4个单位银行账户之间流转。

黄东宇告诉记者： “办案中发现， 有人

为了获取单位银行账户， 先到工商部门注册

公司， 再到金融机构开设账户后倒卖。” 一

个网上账户卖家称： “单位银行账户是最安

全的， ‘四件套’ 再加公司营业执照为

9500元一套。”

买卖账户将影响征信

公众防范意识要增强

近日， 央行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支付结

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

项的通知，对不法分子利用买卖的银行账户

和支付账户转移赃款、逃避打击等问题加大

惩戒力度，非法出租、出售、购买银行账户或

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人员征信记录将受影响。

通知明确，公安机关认定的涉嫌非法买

卖账户、冒名开户的单位和个人，银行和支付

机构 5 年内暂停其银行账户非柜面业务、支

付账户所有业务，并不得为其新开立账户，其

信息还将被移送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并

向社会公布。 针对转移诈骗资金向单位支付

账户转移的新趋势，通知还要求加强单位支

付账户开户审核和存量账户的核实。

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办案民警表示，

打击非法买卖支付账户关键在源头端治理，

要提高个人和单位非法买卖账户的违法成

本。 央行新规进一步强化对开设账户特别是

单位支付账户的管理， 加大对冒名开户的惩

戒力度， 将非法买卖账户等行为与个人和单

位信用绑定， 可以形成有力震慑。

黄东宇说， 新规要求建立合法开立和使

用账户承诺机制， 公众应提高风险意识、 防

范意识， 更要守法， 切忌为了贪图利益出

租、 出售本人名下账户。

□据新华社报道

日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

令， 公布 《政府投资条例》 （以下简称 《条

例》）， 自 2019年 7月 1日起施行。

制定政府投资条例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

革的重点任务， 党中央、 国务院对此高度重

视。 将政府投资纳入法治轨道， 既是依法规

范政府投资行为的客观需要， 也是深入推进

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

《条例》 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 确保政府

投资聚焦重点、 精准发力。 政府投资资金应

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领域项

目， 以非经营性项目为主； 国家建立政府投

资范围定期评估调整机制， 不断优化政府投

资方向和结构。

二是明确政府投资的主要原则和基本要

求。 政府投资应当科学决策、规范管理、注重

绩效、公开透明，并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

政收支状况相适应；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

违法违规举借债务筹措政府投资资金； 安排

政府投资资金应当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

三是规范和优化政府投资决策程序， 确保

政府投资科学决策。 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项目

审批制度， 重大政府投资项目应当履行中介服

务机构评估、 公众参与、 专家评议、 风险评估

等程序； 强化投资概算的约束力。

四是明确政府投资年度计划的相关要求。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以

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编

制政府投资年度计划， 明确项目名称、 建设内

容及规模、 建设工期等事项， 政府投资年度计

划应当和本级预算相衔接。

五是严格项目实施和事中事后监管。 政府

投资项目开工建设应当符合规定的建设条件，

并按照批准的内容实施； 政府投资项目所需资

金应当按规定确保落实到位， 建设投资原则上

不得超过经核定的投资概算； 政府投资项目应

当合理确定并严格执行建设工期， 按规定进行

竣工验收， 并在竣工验收合格后办理竣工财务

决算； 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

查，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政府投资年度计划、

项目审批和实施等信息应当依法公开。

法治中国A8

《政府投资条例》公布

政府投资应科学决策、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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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卡上千元、微信账号几百元、单位银行账户近万元……

被买卖的账户去哪儿了？□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应急管理部昨发布消息称，

近日，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国家减灾委

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

应急基础信息管理的通知》， 要求建立风

险和隐患信息数据库， 大力推进“互联网

+监管” 系统建设， 建立新型监管机制。

《通知》明确，应急管理部规划和建设

全国应急管理大数据应用平台，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 各行业企业将各自掌握的安全

生产、 自然灾害防治领域的风险和隐患信

息以及灾害事故信息逐步接入， 协同做好

灾害事故的防范处置工作。

《通知》规定各类应急基础信息的获取

途径。 对风险和隐患信息， 各地区、 各有

关部门在督促指导企业全面开展风险辨识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开展自然灾害风险

调查评估的基础上， 建立风险和隐患信息

数据库， 并全部接入全国应急管理大数据

应用平台。 对事故灾害信息， 要在严格执

行信息报送有关规定的同时， 依托全国应

急管理大数据应用平台开展同步报送。

《通知》要求深化应急基础信息的分析

和应用， 运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分析重大

风险和重大隐患信息变化情况， 深化巨灾

和复合型灾难研究， 完善应急指挥调度体

系，大力推进“互联网 + 监管”系统建设，

建立新型监管机制。

《通知》对应急基础信息的发布行为进

行了规范，要求建立统一的信息发布制度。

严禁未经授权擅自发布有关信息。

《通知》强调，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

确工作责任，制定实施方案，防止出现监测

空白和信息孤岛， 要确保网络运行与信息

数据安全，建立健全监督考核责任制。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将各地

区、 各有关部门和各行业企业分别掌握的

应急基础信息进行统一管理， 有助于实现

重大风险和隐患在线监测、 超前预警预报

和灾害事故高效处置， 将显著提升应急管

理精细化、 科学化、 规范化水平。

案值近13亿元！

海关重拳打击成品油走私

浙江侦破“虫草姑娘”网络诈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