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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1月17日电（记者王
劲玉）近日，媒体报道了“国贫县贫困
户有奔驰奥迪车”一事。1月16日，调
查组公布了调查结果。相关负责人
介绍，媒体披露的贫困户车辆信息，
是 2018 年年底开展的贫困户机动车
辆核查比对表。针对媒体关注的有
奔驰、奥迪、一户多车问题，连日来，
调查组组织力量，开展了重点核查，
经多方取证、反复比对核实，目前已
调查核实清楚。同时，调查组正在对
427辆汽车信息逐车逐户逐人核查比
对。

媒体报道名下有奥迪车的刘某
连，女，47岁，隰县人，女儿在某大学、
儿子在县高中就读。2013年因学、因
病致贫，识别为贫困户。贫困识别
时，全家 6 口人，婆婆任某某二级残
疾，本人当年因病手术，2018 年公公
病逝，丈夫车祸意外去世。刘某连
2015 年以来一直在北京打工。家里
通过危房改造、教育、产业、光伏扶贫
等政策帮扶，2018 年底脱贫。经查
证，其名下京E54541 奥迪轿车，车辆
初次登记时间为1998年8月，车龄21
年，此车在2014年9月以4000元价格
做过交易，2016年5月刘某连的工友
张某借用其身份证再次办理了交易
手续，登记在刘某连名下。在此过程

中，刘某连没见过车辆、没出过钱、不
是实际所有权人。

媒体报道名下有 5 辆车的贾某，
男，29岁，隰县人，2013年底单独识别
为贫困户。11岁时母亲患癌症去世，
12岁大哥车祸致残，当时家里十分困
难，欠有外债。2014 年靠村里帮助，
贷款3万元起步，承包车辆跑运输，当
年就挣了 1.4 万元，翻了身、脱了贫。
目前在山西吕梁市与朋友丁某经营
二手车生意。经查，贾某名下登记有
5辆车，其中，2辆为贾某脱贫后购买，
一 辆 晋 AS263P 大 众 宝 来 轿 车 ，于
2016 年 12 月以 12.4 万元分期付款购
买。一辆晋LA9611红岩货运汽车，于
2018年5月以16.8万元通过贷款和借
款方式购买，计划转卖。另外3辆车
是其朋友吕梁市丁某购买，以贾某身
份证在临汾车管所上户登记，目前 2
辆二手桑塔纳轿车已卖出，购买价格
分别为1.8万元、1.75万元，还未办理
过户手续，1 辆红岩牌货运汽车价格
14.5万元，至今还未出售。

媒体报道名下有奔驰车的郭某
芳，女，36 岁，山西晋城人。经核查，
其名下确有一辆梅赛德斯奔驰轿车，
车牌晋 E92706，系郭某芳婚前财产。
王某与其父母一家三口，因病致贫，
2013年底识别为贫困户以来，其父被

聘为护林员，家庭享受退耕还林补
贴、产业扶贫、金融扶贫和农村低保
等政策，2015 年底脱贫。2016 年，王
某去晋城打工期间认识郭某芳，2017
年 12 月王某与郭某芳在隰县老家结
婚，平时生活在晋城。2018年7月，隰
县开展贫困人口动态调整中，经村评
议、乡审核，按整户识别要求，将郭某
芳以脱贫人口纳入。经调查认定，郭
某芳、王某不符合贫困识别“八不进”
和整户识别“共同生活、共享收支”
的要求，目前已对郭某芳、王某做
出清退处理，并对4名把关不严、核
查不准的相关责任人追责问责。隰
县纪委监委决定，对陡坡乡分管脱
贫攻坚工作的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师某某诫勉谈话，给予陡坡乡辛庄
村包村干部 、陡坡乡果业站站长王
某政务警告处分，给予陡坡乡辛庄
村党支部书记康某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给予陡坡乡辛庄村委会主任鹿
某某党内警告处分。

隰县县委、县政府表示，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是基本方略，识贫、帮贫、
脱贫全过程、各环节必须精准。疑似
问题将彻底核查，有错必改、有错必
究，对贫困识别不准的，该清退的坚
决清退；对违规违纪的责任人严肃追
责问责。

贫困户有奔驰奥迪调查结果公布

新华社合肥1月17日电（记者
张紫赟）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日前对安徽省徽商集团有限公司原
党委书记、董事长许家贵受贿、国有
公司人员滥用职权一案公开宣判，对
被告人许家贵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对许家贵
已退还的赃款赃物予以没收，对其其
他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1月至
2014 年 10 月，许家贵利用其担任徽
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职务便
利，在资金担保、公司管理、项目合
作、职务提任等方面为有关单位及个
人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其亲属非法
收受现金、购物卡等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1133万余元，其中284万元至
案发尚未取得。许家贵在担任徽商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滥用职
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
失，合计19.8亿余元。

同日，芜湖中院对徽商集团原副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皓
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一案公
开宣判。法院一审判决张皓有期徒
刑 10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80
万元。

新华社杭州1月17日电（记者
马剑）记者 17 日从杭州市公安局获
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杭
州腾信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腾信
堂）法定代表人朱某某近日在泰国落
网，并于16日被押解回国。

为最大限度保护投资人合法权
益，杭州警方不断加强对网络借贷平
台类案件侦查办案力度，针对潜逃境
外的网络借贷平台案件犯罪嫌疑人，
组建专门的工作力量开展缉捕。据

悉，本次行动在我驻泰国大使馆和泰
国执法部门的大力支持协助下，在公
安部“猎狐行动”办公室直接指挥下，
省、市、区公安机关三级联动，将朱某
某缉捕归案。

2018年9月以来，杭州警方已连
续将“元泰金服”“邦邦理财”“石头理
财”等多家网络借贷平台的 10 余名
境外在逃人员缉捕归案。为方便受
害投资人登记报案，杭州警方在“杭
州公安”微信公众号上开通了“网络

借贷平台投资人登记”功能，广泛发
动投资人主动、如实、全面填报登记
有关投资信息，以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杭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警方敦促网络借贷平台案件在
逃犯罪嫌疑人，尽快向公安机关投
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对拒不投
案自首的，公安机关将采取有力措
施,坚决予以缉捕归案并依法打击处
理。

新华社深圳1月17日电 深圳文锦渡海关2018年底在一
辆入境货车中查获25吨走私冻鸡爪，这是该海关2018年查获的
第11宗冻品走私案件。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仅2018年前5个月，
海关立案侦办冻品走私案件104起，共查证走私冻品2.3万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在严厉打击之下，近年来，走私冻
肉大案已有所减少，但“蚂蚁搬家”式走私现象仍一定程度存在。

大案要案有所减少大案要案有所减少，“，“蚂蚁搬家蚂蚁搬家””走私频现走私频现

据文锦渡海关副关长张永忠介绍，2018年，文锦渡海关查获
包括冻鸡爪、鸡翅、金钱肚、冻牛肉等各类走私冻品超过百吨。

据了解，2018年，深圳海关查获的多件走私冻肉案规模均
不大。此前，一些走私冻肉案的规模可达数百吨甚至上千吨。

冻肉走私的规模虽然缩小，但走私手段不断翻新。为逃避
检验检疫赚取不法利润，走私者往往采取车辆夹藏等手法走私
冻品入境。

一位办案人员说，走私的凤爪、牛肉等被称为“水漂货”，平
均一公斤比正规渠道进口的产品便宜几元甚至十几元，一吨有
时可以便宜数万元。

正常的进口肉不仅需要缴纳关税，而且要经过严格的检疫
检验程序。“走私冻品既没有办理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和卫生证
书，运输过程中也没有采取冷链运输等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品质无法保证。”张永忠说，走私冻肉往往很难在恒定冷冻条件
下运输，因此可能会经过解冻再冷冻的过程，容易滋生各种细
菌。

业内人士表示，非法走私的冻肉还可能是相关指标不合
格、放置多年的过期肉，加入化学药剂进行保鲜防腐的处理肉
等。如果是来自禽流感、疯牛病疫区的有病肉，甚至可能会导致
疫情发生。

通过车辆藏匿夹带伪报入境通过车辆藏匿夹带伪报入境，，有有QQQQ群以超低价销售群以超低价销售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走私团伙从承揽业务到运输、清关、货
物交付形成了“一条龙”链条。在收取中间费用时，他们采用现
金或网络支付，交易记录隐秘，增加了打击难度。

张永忠介绍，走私团伙往往采取空车藏匿、车辆夹藏、伪报
品名等手法运送冻品入境。在2018年11月16日查获的走私冻
品案中，缉私部门抓获国内的10名涉案人员，涵盖境外订购、走
私通关、境内销售等多个环节。

海关工作人员介绍，走私团伙往往从境外以低价采购货
品，在边境以“蚂蚁搬家”的违法手段运货进境后发往全国各
地。一些不法人员还伪造手续“洗白”走私冻肉，贴上正常肉类
的标识，或伪报成低税率进口货物，直接从边境海关入境。

走私冻肉流向哪里？记者调查发现，走私冻肉入境后，通过
线上线下联动进入市场，走上消费者餐桌。

记者加入几个与冻肉相关的QQ群发现，商家大多售卖两
种类型的进口冻肉：一类是进口单证齐全的，价格较高；另一类
是超低价出售牛肉、羊肉、鸡爪等各类进口冻肉。这些大多数都
是没有相关进口单证的走私产品，其价格比正规进口的便宜
20%左右。

一名广州商家表示，前段时间，公司刚刚进货了5柜无证走
私的南美某国凤爪，每柜有十几吨。外包装只有英文标识，没有
正规进口货物所要求的中文标识，也没有通关报检的凭证。“临
近春节，销售很旺，现在只剩2柜。”他说，他们的产品主要卖给
批发市场的二级批发商，平均一公斤20余元，比正规渠道进口
的产品便宜4元左右。

一名刘姓商家说，没有进口单证的冻肉，买家多为一些肉
类二级批发商、餐饮企业以及烧烤摊点等，这些走私冻肉就此
进入市场、餐桌。

在一个冻肉QQ群里，一些买家直接点名要“没证的肉”。
一位自称做烧烤生意的网友对记者表示，现在生意不好做，没
证的肉价格便宜，能节省成本。

加大监管打击力度加大监管打击力度，，提高食品安全意识提高食品安全意识

海关工作人员表示，岁末年初，国内市场对肉类的需求量
较大，在高利润的吸引下，一些不法人员铤而走险走私冻品，给
口岸监管带来一定挑战。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国家打击走私犯罪的力度不断加
大，但由于走私冻肉的违法成本依然较低，对不法分子的威慑
力度仍显不足。比如，一些网络平台已成为走私冻肉的潜在销
售渠道，但由于单笔成交额不大，未构成刑事犯罪，对其只能实
施行政处罚；而对于线下一些餐厅，若不能证明其是在“明知”
情况下购买和销售走私肉品，大多也只能对其行政处罚。

不少业界人士分析，冻品走私环节多、隐蔽性强，同时走私
团伙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为逃避海关查缉，还可能利用报废船
套用假船舶牌号、拆除船舶监控系统等方式进行水上偷运走
私。走私团伙在采购、运输、交付、分销方面形成“成熟链条”，
需要监管机关加强协同程度有力应对。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等人认为，走私冻肉现象
频现亟待加大监管打击力度。检疫、海关、海警以及市场监督
等相关部门应加强对辖区肉类市场的全过程监管，加强部门之
间的组织协调，确保打击肉类走私全覆盖、常态化。

有关人士也提醒餐饮业商家，走私冻肉存在安全隐患，在
日常经营中要做到不买、不用“没证的”“水漂货”，营造良好的
食品消费环境。

走私冻肉通过网络以超低价销售

致国家损失近20亿元

徽商集团原党委书记许家贵被判14年

“腾信堂”法定代表人朱某某被缉捕归案

中科院光电所研制“地形地貌相机”随嫦娥四号探月1月17日，中科院光电技术研
究所科研人员在展示地形地貌相
机样机。

2019 年 1 月 3 日，嫦娥四号探
测器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
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
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
陆。而作为嫦娥四号着陆器有效
载荷分系统的主载荷，中科院光电
所研制的地形地貌相机既肩负着
获取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着
陆区地形地貌高清彩色图像的科
学任务，又承担了监视“玉兔二号”
月背巡视移动的工程任务。

据了解，嫦娥四号地形地貌相
机研制团队，通过科学标定相机各
项图像色彩、几何、辐照等参数，确
保相机图像数据的保真度；利用有
限的在轨计算资源条件设计了针
对月背场景和月背光照环境的快
速智能曝光算法，提高月面光照环
境成像适应性；通过多途径散热措
施，有效保证月面科学成像成功。

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