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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会造成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同时也会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应依法予以严惩。本

期法治滨海就一起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进行解析，并详细解答其中的法律问题。 时报记者 刘纯

虚开增值税发票 单位员工均被罚

春运提醒

下载传播暴恐视频被公诉

律师进社区

社区律师

南益社区 瀚阳（滨海）律师事务所 孙云成 电话 15822181500

北邻村社区 敬科律师事务所 潘 津 电话 13102036301

滨海东区社区 奕能律师事务所 徐娜平 电话 13920517351

石油西区社区 瀚阳（滨海）律师事务所 胡晓红 电话 13032232837

建工社区 华先律师事务所 王占江 电话 15022125081

说事儿热线：66336097微信：13512463060

手机尾号“0784”的市民：前段时间，我看

了一家公司的宣传投了10万元，该公司承诺

给我的回报远远超过银行理财的利息，至于该

公司具体做什么项目我也不十分了解。请问

非法集资到底有哪些特征？如果我真的遇到

了非法集资，钱要不回来了是否能维权？
说法：非法集资主要有四个特征：非法性、公

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非法性就是指国家法律

对其是明令禁止的。公开性就是对社会公众进

行公开宣传。利诱性就是公开承诺给你回报多

少。社会性就是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吸收资金。

根据《刑法》等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因参与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

参与者自行承担，而所形成的债务和风险，不得

转嫁给未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

的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任何单

位。债权债务清理清退后，有剩余非法财物的，

予以没收，就地上缴中央金库。在取缔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

不能用财政资金代偿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这

意味着一旦社会公众参与非法集资，参与者利益

不受法律保护，经人民法院执行，集资者仍不能

清退集资款的，应由参与人自行承担损失，而不

能要求有关政府部门代偿。 时报记者 张玮

参与非法集资 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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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筹办社会福利机构
需提交哪些材料？

根据《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

定，依法成立的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个人（以下称申办人）凡具备相应的条件，可

以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社会福利机构所在地

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举办社会

福利机构的筹办申请。就此，市民何先生向本

报打来热线电话咨询，申办人申请筹办社会福

利机构需要哪些材料？
解答：申办人申请筹办社会福利机构时，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申请书、可行性研究

报告；（二）申办人的资格证明文件；（三）拟

办社会福利机构资金来源的证明文件；（四）

拟办社会福利机构固定场所的证明文件。申

办人应当持以上材料，向社会福利机构所在地

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由受

理申请的民政部门进行审批。时报记者 刘纯

“我就是看着好玩，才发给别人看的。”面对

检察官的询问，“翻墙”下载、传播了20多部暴恐

视频的21岁小伙小杨深感不解。因涉嫌宣扬恐

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日前小杨被苏州市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小杨初中毕业后不久，独自来到苏州打

工，工作相对稳定，有时间就流连网吧，在网上

找刺激，还学会了用“翻墙”软件浏览国外网

站。小杨在“翻墙”时，发现了一个国外网站，上

面有很多暴力血腥的视频，就把视频下载保存

到自己的百度云盘里。2017年2月，小杨先后两

次把之前下载的暴力血腥视频发到自己建立的

QQ群里，分享给群友观看、下载。(扬子晚报)

法治滨海律师团：为了寻求某种刺激而下

载传播暴恐视频，熟不知这种行为已经涉嫌构成

违法犯罪。根据《刑法》规定，以制作、散发宣扬恐

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

他物品，或者通过讲授、发布信息等方式宣扬恐怖

主义、极端主义的，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时报记者 刘纯

驾龄不满3年者
要避免长途自驾

企业“内鬼”窃密 涉案金额2000万元

春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广大市

民又将迎来聚餐高潮。日前，记者从新区

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该部门为市民提前

做出了春节餐饮风险提示，从外出就餐、

网络订餐、家庭聚餐等方面提示广大市民

合理防范风险、科学饮食消费，进一步有

效预防和控制食品安全风险，让大家过一

个健康祥和平安的春节。时报记者 张玮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管辖问题有哪些规定？

单位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如何处罚？

!

新闻链接

张某在小区内没有购买车位，平时总是停

靠在别人的车位上。前不久，张某又把自己的

车停在了邻居王某的车位上，并留下了挪车联

系电话。邻居王某发现车位被占，与张某见面

后明确表示此车位不允许张某再停车，言语间

火药味十足。张某觉得王某不通人情，于是怀

恨在心。张某为了泄愤用砖头将王某车辆的

前挡风玻璃、左前门玻璃等部分全部砸坏，事

后张某投案自首。经鉴定王某的车损修复价

值为人民币2万元。张某赔偿了王某的经济

损失，王某对其行为表示谅解。
法院审理：法院认为，张某故意毁坏他人

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

罪，应予惩处。张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且在家属帮助下积

极退赔被害人相关经济损失，法院依法对其从

轻处罚。根据《刑法》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

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

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最终法院判决张某犯故意毁坏财

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时报记者 刘纯

商业秘密是公司企业的重要机密，所有与商业秘密接触的工作人员都应该保密，这是职工的个人操守。近日，天津市

公安经侦总队成功侦破了一起特大侵犯商业秘密案，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4人，涉案金额2000余万元。 时报记者 张玮

三“内鬼”勾结 窃取企业秘密

侵犯商业秘密罪如何量刑？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否属于经济类犯罪？

占车位被训斥 竟砸车报复

一年一度的春运已拉开帷幕,近日,

公安部分析了近五年春运道路交通事

故特点,对2018年春运交通安全形势进

行了研判,并发出交通安全预警。

数据显示,近五年春运期间,一次死

亡3人以上的较大交通事故年均发生97

起,群死群伤事故发生率明显高于平

日。据相关部门预测,2018年春运期间,

全国道路旅客运输量将达24.8亿人次,

占旅客发送总量的80%以上。截至2017

年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到2.17亿辆,一

年增加2300多万辆,私人小汽车已达1.7

亿辆。自驾出行越来越多,2017年全年

高速公路小客车流量同比增长 14%,预

计2018年春运也将出现类似增长。由于

急于赶路回家,未按规定让行、疲劳驾驶、

超速行驶等交通违法多发,加之不少驾驶

人缺乏长途、山区公路、高速公路驾驶经

验,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数据显示,近五

年春运期间,私家车肇事致死人数占总数

的58%。在农村地区的春运期间,人流、

车流剧增,春节前小型汽车、小微型面包

车、摩托车集中返乡,春节期间赶集庙会、

走亲访友等出行需求明显高于平日,交通

安全隐患突出。近五年春运事故分析显

示,县乡公路事故死亡人数占总数的

37.2%,且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据相关部门预测,2018年春节国内

长线旅游热情高涨,春节假期全国接待游

客将进一步攀升,预计接近4亿人次,从近

期交通事故看,冬季旅游安全风险不容忽

视。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春节期间还可能

出现雨雪冰冻、大雾团雾天气,给交通安

全带来不利影响。

公安部提示广大驾驶人和出行群

众,要高度注意春运和春节假期旅途安

全。自驾长途出行,应做好充足准备,提

前掌握车况、路况、天气情况,合理安排

行程,不要超员载客、超速行驶、疲劳驾

驶,避免夜间行车。驾龄不满 3年的驾

驶人应尽量避免长途自驾。遇交通拥

堵要克服急躁情绪,服从交通警察指挥,

不要频繁变道、占用应急车道,防止路

怒、强超强会引发交通事故。春节长假

期间,探亲访友、聚餐聚会、参加集会庆

祝等活动,切勿酒驾、醉驾。

乘坐长途客车出行,要到客运站选

择正规运营车辆,不要站外上车,坚决抵

制超员客车。乘坐客车时要系好安全

带,发现客车超员、超速、疲劳驾驶等违

法行为可通过电话、短信、微博等途径

举报。包车出行,应通过正规客运企业,

选择具有营运资质的车辆和驾驶人,按

照规定办理手续,不贪图便宜或方便包

用违规运营的“黑车”。

行经农村山区道路,要严格控制车

速,视距不良路段要及时鸣笛示警,做好

停车准备。在急弯陡坡、临水临崖路段,

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超车、强

行会车。途经村镇、集市,要注意低速通

过,礼让行人。遇到冰雪雨雾恶劣天气,

要减少驾车出行,尽量避开早晨和午夜雾

气、暗冰多发时段。途中遇到恶劣天气,

要降低车速、注意观察,减少变道超车。

通过急弯陡坡、长坡、桥梁隧道等易结冰

路段时,要平缓驾驶、保持车距,切不可

急打方向、急踩刹车。进入弯道前应提

前减速,切忌变道、超车。 据法制网

春节聚餐 保障安全最重要

市民刘女士前不久和朋友在一家小

饭店聚餐，回家后她上吐下泻，两个朋友

也有闹肚子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是当

天的一道菜有问题。然而当天他们并没

有留下吃饭的凭据，事后也不太好维权。
提示：针对外出就餐，新区市场监管部

门提示，要注意查看餐厅是否持有食品经

营许可证，建议选择到食品安全风险等级

较高、明厨亮灶餐饮单位就餐，并注意借助

透明式橱窗、明档及视频传输形式随时查

看加工制作过程。
说法：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

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

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

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

市民曹先生：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们

家亲戚挺多的，来聚会时我想直接从网上

多点点儿吃的，但我又担心外卖的食品安

全问题，一旦发现网络外卖有问题，消费

者该如何维权？
提示：新区市场监管部门提示，在网

络订餐时，市民要注意选择配送距离较

短，网络交易平台公示证照信息、食品安

全风险等级标识、投诉举报电话等关键内

容齐全的且有实体店的单位订餐，建议不

要在微信及朋友圈等私权领域公示的

“私房菜”经营店订购餐品，以免出现有

关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无法维权。在家

庭聚餐时，市民要注意饮食均衡，合理搭

配谷类、肉类、蛋类、蔬菜、水果等多种食

物；饮食清淡，应选择脂肪含量低、能量

低的食物；不暴饮暴食、不过量饮酒，以

免引起胃肠功能失调或其他疾病；外出

点餐要做到按需点餐、文明用餐、公筷分

餐、打包剩餐。
说法：根据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规

定，消费者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购买食品，其合法利益受到损害时，可向

入网的食品经营者要求赔偿。网络食品

交易第三方平台不能如实提供入网经营

者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由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赔偿。网络

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做出更有利于消费者

承诺的，应履行承诺。因此，消费者可以通

过直接要求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赔偿，也

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等渠道进行维权。当然

作为消费者，应当提供充足证据以证明食

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譬如外卖食品

里有虫子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如果

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且商家、平台不

进行处理，考虑到起诉至法院成本过高，可

以选择去工商、食药监部门或消费者协会

投诉。

家住塘沽的小何：我和妻子都是外地

人，但今年妻子怀孕，我们双方家长都会

留在新区过年。我已经在一家饭店订了

年夜饭，但是这几天我才发现订餐的合同

写得不太明确，如果吃饭的时候发现订餐

和最后上的菜不符，我是否还能维权？要

是我临时取消预订，定金会不会退？

提示：新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消费

者，在集体聚餐订餐时，应当与酒店签订

详细的订餐合同，特别要对订餐价格、菜

肴名称、人数席位、附加服务、结算方式及

违约责任等内容约定清楚；就餐后一定要

索取正规发票或收据，聚餐后一旦发生身

体不适或者明显的食物中毒症状，应尽快

就医，保留病历卡、化验报告等相关资料，

并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另外，预订年夜饭要事先收取定金，

消费者在交付定金时，必须明确违约责任，

顾客违约定金不退，饭店违约定金双倍返

还。另外，对于饭店提供的相应服务，如停车

服务、酒水等，消费者也应事先了解情况，如

是否收费、收费标准等。如果消费者与饭店

方发生纠纷，可先行交涉，交涉不成可到工

商部门及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

网络外卖有问题 该投诉就别含糊

酒店吃顿“年夜饭”订餐合同很重要

节日就餐 食品安全不忽视

建科机械（天津）有限公司是北辰

区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该公司掌握着

行业内90%以上的核心技术，维持有效

专利近400件，国内市场占有率85%以

上，是中国唯一全自动化钢筋焊网生

产线及成套设备制造企业。2017年 5

月，公司“智能化钢筋加工机器人”设

计及技术参数图纸遭人恶意窃取使

用，导致公司直接经济损失2000余万

元。公安经侦部门接到报案后，立即

组成专案组，用了 5个月时间侦破了

建科公司企业内部员工窃取商业秘密

案件。

经查，犯罪嫌疑人绪某、房某、张

某均系建科公司员工，三人伙同勾结，

由绪某、房某二人秘密窃取建科公司

设计图纸，提供给已辞职的张某，由张

某在外省市组织生产。绪某妻弟袁某

系生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销售以

牟取非法利益。专案组深入河北、河

南、浙江、宁夏等多个省市开展调查取

证后，一举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犯罪

团伙已将侵权设备销售到全国7个省9

个市县，此种钢筋处理设备均应用于

高速架桥、水库建设等重要施工现场，

如果长期使用，对社会生产和人民生

活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天津星伦律师事务所的曹志平

律师说，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

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指以盗窃、

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

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或者非法披露、

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

或获取的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的权

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商业秘密是一种技术信息与经

营信息。技术信息与经营信息，既可

能以文字、图象为载体，也可能以实物

为载体，还可能存在于人的大脑或操作

方式中。另外，商业秘密是不为公众所

熟知的事项，即必须是仅限于一定范围

内的人所熟知的事项。商业秘密能为

人带来经济利益，实施了侵犯商业秘

密的行为，并且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

损失等行为，是属于经济类犯罪的。

曹律师说，《刑法》第二百一十九

条规定：“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

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

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一)以盗窃、利诱、胁

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

们商业秘密的；(二)披露、使用或者允

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

人的商业秘密的；(三)违反约定或者

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

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

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明知或者应

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

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

密罪论处。本条所称商业秘密，是指

不为公众所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

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

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根据《刑法》等规定，侵犯商业秘

密，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2.致使权

利人破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另外，侵犯商业秘密罪侵犯的

客体既包括国家对商业秘密的管理

制度，又包括商业秘密的权利人享

有的合法权利。犯罪主体是一般主

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违

反本法第十条规定侵犯商业秘密

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被告人卢某、宫某作为被告某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的直接负责人员，在明知

被告单位与某电子公司没有实际经营业

务的情况下，为被告单位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43份，

虚开税款 65万元，并全部用于抵扣税

款。被告人卢某、宫某经公安机关电话

传唤到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事

后，被告单位补缴上述税款、交纳罚款。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员被告人卢某、

宫某违反国家规定，让他人为自己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

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予惩处。

鉴于被告人卢某、宫某作为被告单位直

接责任人员，能自行到案，并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且在案发后，被告单位已补缴

了全部被抵扣税款，挽回国家损失，法院

对被告单位及二被告人依法从轻处罚，

并对卢某、宫某适用缓刑。法院判决，被

告单位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十万

元。卢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宫某犯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四年。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

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的

税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

被骗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可抵扣税

款的其他发票（凭证）的企业，除补缴税款、

加收滞纳金外，各地税务机关要依法从严从

重处罚。对涉嫌构成犯罪的，要按有关规定

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

根据《刑法》规定，单位犯本罪的，对单

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

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根据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

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管辖若

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关于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为他人虚开案件的，

由开票企业税务登记机关所在地县

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为自己虚开案

件、让他人为自己虚开案件的，由受

票企业税务登记机关所在地县级以

上公安机关管辖；为介绍他人虚开案

件的，可以与为他人虚开案件、让他

人为自己虚开案件的并案处理。

对于自然人实施的上述规定的

虚开案件，由虚开地县级以上公安机

关管辖。如果几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管

辖，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必要

时，可以由主要犯罪地县级以上公安

机关管辖。对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

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

等几种情况交织在一起，且几个公安

机关都有权管辖的，由最初受理的公

安机关管辖；必要时，由票源集中地或

虚开行为集中企业的税务登记机关所

在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值班地点：浩权律师事务所 值班电话：252812205965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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