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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下半年以来， 江苏 、
浙 江 、 安 徽 、 江 西 等 多 地 警
方 相 继曝光一批虚开发票案 ，
其中不少案件涉案金额动辄数
十亿 、 上百亿元， 个别案件甚
至上千亿元， 造成国家大量税收
损失。 如此之多的虚开发票究竟
从何而来？

“卖发票比卖心脏支架
还来钱”，多个环节层层牟利

南京一家医药贸易公司原本
从事心脏支架等医疗器械销售，
为逃税曾购买假发票 。 久而久
之 ， 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发
现， 卖发票无需任何成本， 比卖
心脏支架还来钱， 于是干脆转做
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生意 。 2019
年， 张某被南京警方逮捕， 涉嫌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2亿余元。

2019年下半年以来， 多地警
方曝光类似案件 ， 涉案金额惊
人。 安徽铜陵警方披露一起特大
虚开发票案 ， 涉案金额近20亿
元； 江西宜春市公安局摧毁一虚
开骗税团伙 ， 涉案金额逾73亿
元 ； 公安部于 2019年 8月公布
的 打击涉税犯罪十大典型案例
中， 四起虚开案涉案金额超百亿
元， 其中安徽合肥 “11·19” 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涉案金额超
900亿元。 最近， 浙江绍兴市公
安局更披露一起千亿级虚开发票
大案。

虚开发票背后是巨大的利益
诱惑。 南京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三
大队副大队长韩路告诉记者， 有
的不法分子注册一家空壳公司，
一年后可在3个月内申领共计75
张发票， 对外最高可开具金额达
750万元的销项发票。

买卖发票一般有多个环节，
层层牟利 ， 最高能以开票额的
10%的费率卖出 。 在第一环节 ，
注册一家空壳公司无需任何投
入， 也不必实际生产， 哪怕只赚
取2%的费率， 也可获利15万元。

如果用这些发票来骗取出口
退税， 收益还会进一步增加。 最
近， 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破获一
起利用空壳公司虚开发票， 再利
用实体企业骗取出口退税的案
件， 犯罪嫌疑人骗取出口退税金
额高达2.58亿元。

三大犯罪套路揭示虚假
发票源头

近年来， 虚开发票的犯罪手

法手段更加隐蔽且不断翻新， 大
致可分为三类：

———“空壳票”。 通过注册大
量空壳公司， 对外虚开增值税发
票， 并不编造任何 “经营行为”。
这些企业在短期存续期间领票、
开票， 虚假纳税申报， 或者干脆
不申报即逃跑失联。

江苏泰州市公安局最近打掉
了4个虚开发票团伙 ， 其成立 、
控制的空壳公司达120余家， 涉
及6个省市， 曾向1500多家企业
虚开、 出售增值税发票。

泰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
长朱晋介绍， 犯罪团伙并不伪造
资金流、 货物流和合同， 也不制
作账册凭证留存备查， 而是通过
设立空壳公司， 大肆领取、 虚开
增值税发票， 甚至直接非法出售
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利。

———“黄金票”。 这类发票主
要来自黄金交易企业。 黄金交易
金额大， 一般不用开具发票， 一
些黄金交易企业或其员工便将多
余发票以开票额的1%至2%的费
率出售牟利。 一些不法分子大肆
收购 “黄金票” 作为进项发票，
经 “洗票” 后对外虚开。

南京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
队长张汉军介绍 ， “黄金票 ”
有 两种 “洗票 ” 方式 。 一种是
“化学洗票”， 即拿化学药水将发
票 上 的 品 名 等 关 键 字 洗 去 、
换掉， 加价出售； 二是成立虚假
加工厂， 以黄金票为进项发票进
行抵扣， 重新申领发票后再对外
虚开。

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新近
破获一起特大跨省虚开发票案，
截至目前， 已查实的虚开发票金
额累计超过20亿元。 这一案件就
是通过设立虚假加工厂 “洗票”。
栖霞公安分局办案人员介绍， 嫌
疑人杨某先是从一些黄金珠宝类
公司以极低费率购买正规发票，
再以虚设 “加工厂” 生产销售电
解铜的名义， 从正规渠道进行抵
扣并申领新发票， 以2%至3%的
费率对外虚开。

———“农副产品票”。 企业从
农户手中收购农产品， 没有进项
发票怎么办？ 税务部门允许这类
企业以收购凭证、 银行流水、 农
户身份证来证明自己收购了大量
原料， 可进行税务抵扣。 然而，
一些不法分子却趁机骗领发票对
外虚开。

2019年12月， 南京公安破获
一起案值2亿元的虚开发票案 。
涉案企业是一家羽绒服公司。 他

们用员工的身份证办理银行卡，
然后以收购农户鸭毛、 鹅毛的名
义， 向这些银行卡打钱， 制造假
流水， 再以此为税务抵扣， 申领
发票， 最后大肆对外虚开。

“网络化、 组织化、 科技化
是当前涉税犯罪的突出特点 。”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经侦大队
侦查员彭梓原说， 虚开发票已形
成 “产业链”， 多数交易在网上
进行， 一些嫌疑人甚至开始入侵
税务系统。

倡导构建大数据监管模式

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空壳公
司是滋生发票犯罪的 “温床 ”。
泰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涉税大队
大队长朱毅峰等办案民警告诉记
者， 无论 “空壳票” 还是 “黄金
票”， 都需要通过空壳公司申领
发票、 倒票并对外虚开。 从查获
案件看， 不少嫌疑人手中往往掌
握着十几家甚至数十家没有任何
真正业务的空壳公司。

值得警惕的是， 当前， 网上
可随意购买空壳公司。 一些嫌疑
人交代， 在网上花2000元就能买
一家公司。 记者在网上搜索 “代
办注册” “公司转让” 等关键词
也发现， 有大量网站提供这类服
务。 许多公司尤其是贸易类公司
转让价格极低， 只需数千元且可
以还价。 警方介绍， 一些不法分
子还通过QQ群、 微信群进行空
壳公司交易。

3个月的纳税 “辅导期” 往
往是发票犯罪的 “窗口期”。 韩
路说 ， 按规定 ， 注册公司满一
年， 即可享受3个月纳税 “辅导
期 ”， 每个月可申领25张税票 ，
每张票最高可开具金额10万元。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一 “窗口
期” 大肆 “暴力虚开”， 随即逃
跑失联。

警方还发现， 由于各地税务
系统业务、 数据相对分割， 相互
间的发票验证需要一个过程。 一
些不法分子借此不断跨省跨区域
“倒票”， 增加公安取证难度。

多地警方认为， “空壳票”
“黄金票” “农副产品票” 背后
暴露的虚假经营问题， 其实通过
对企业用工、 用电等情况的分析
就能掌握。 张汉军说， 为消除涉
税犯罪的 “温床”， 堵住涉税犯
罪的 “窗口期”， 应倡导政府各
部门开放、 共享数据资源， 构建
大数据监管模式 ， 及时发现异
动， 进行有效干预。 据新华社

虚开的发票从何而来？

1月13日，环卫工人在武邑县一户外劳动者“驿站”测量血压。近年
来，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总工会推进环卫工人、快递员、送餐员等户外
劳动者“爱心驿站”建设，在“驿站”内配备桌椅、储物柜、血压计、车辆
维修工具、应急药箱、充电插座等设备，为户外劳动者提供血压测量、休
息、饮水、车辆维修等公益服务，打造温馨的“职工之家”。 新华社发

河北武邑：“爱心驿站”温暖户外劳动者

新华社电 “好吃好吃……”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13日在三
亚端着刚刚出锅的 “袁蒙大米 ”
吃了起来 ， 连说多个 “好吃 ”。
记者与一众参会嘉宾也品尝了这
款耐盐碱地水稻大米， 口感获得
众人称赞。

13日， 正在三亚工作的袁隆
平， 在工作间隙与阿里巴巴数字
农业事业部推出 “袁梦计划 ”，
未来3年， 在内蒙古兴安盟合作
开发耐盐碱地水稻种植20万亩，
让当地水稻种植户收入实现翻
番。 此前， 袁隆平团队在内蒙古
兴安盟试种的1000亩耐盐碱地水
稻大米， 已上线阿里巴巴平台，
袁隆平亲自为大米起名 “袁蒙大
米”， 意为 “圆梦”。

作为 “杂交水稻之父”， 袁
隆平的两大梦想众所皆知： 一是
“水稻比人高， 禾下可乘凉”， 即水
稻亩产过1000公斤， 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 二是 “杂交水稻覆全球”，
解决全世界的粮食安全问题。

袁隆平13日在三亚 “袁梦计
划” 现场表示， 在盐碱地上种水
稻， 是他的第3个梦想， 这一技
术既可改良盐碱地和沙漠地区的
生态环境， 又可为沙漠地区的贫
困人口解决口粮问题， 并实现种
植户收入翻番。

据了解 ， 我国盐碱地总面积
数亿亩， 主要分布于西北、 华北、
东北和滨海地区。 袁隆平院士的
耐盐碱地水稻技术， 目前已在内
蒙古、 山东和新疆小范围试种。

根据双方此前约定， 袁隆平
院士站负责种植技术推广， 阿里
巴巴负责科技农场搭建和产供销
体系打通。

2019年9月， 内蒙古兴安盟
1000亩盐碱地水稻基地完成试种
测产 ， 平均亩产达 508.8公斤 。
该基地PH值接近9， 盐度高于千
分之六， 属于寸草难生之地。 如
今， 这里不仅长出了水稻， 试种
结果还大大超过了袁隆平提出的
盐碱地亩产300公斤以上的目标。

3年种植耐盐碱地水稻20万亩

袁隆平推出“袁梦计划”

以色列完成新一代“铁穹”防御系统测试
新华社电 以色列国防部12

日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完成了新
一代 “铁穹” 防御系统的系列测
试， 拦截率达到100%。

声明说，此次测试模拟了“铁
穹” 防御系统未来可能面临的各
种威胁。测试结果显示，经过升级
后的新一代先进“铁穹”防御系统
在测试中拦截了所有威胁。

声明还说， 在过去10年间，
“铁穹” 防御系统进行了数十次
测试。 截至目前， 该系统在实际
行动中已经累计成功实施了2400
多次拦截。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新一代
“铁穹” 防御系统在测试后将很
快交付军方使用。 “铁穹” 防御
系统主要由侦测跟踪雷达、 战斗
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和导弹发射
单元等三大部分组成， 于2011年
4月正式投入使用。 该系统由以
色列国有军工企业拉斐尔国防系
统公司研发， 主要用于拦截短程
火箭弹和导弹袭击。 它与主要防
御远程导弹威胁的 “箭” 式反导
系统和防御中程导弹的 “大卫弹
弓” 系统共同组成以色列多层次
导弹防御体系。

新华社电 俄罗斯总统网站
12日发布新闻公告说， 俄总统普
京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讨论了利比亚及伊朗局势等重大
国际问题。

公告说， 俄法总统在通话中
说， 愿为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
决利比亚危机提供协助， 将全力
确保近期在德国柏林举办的利比
亚问题国际会议取得成功。 俄法
总统强调， 利比亚冲突双方应当
遵守从12日开始的停火。

俄法总统还呼吁有关各方在
伊朗问题上保持克制， 并表示支
持各方为维护伊核协议 而 付 出
的 努 力 。 双 方 在 通 话 中 还 讨
论 了 乌 克 兰 国 内 冲 突 和 叙 利
亚局势。

本月8日， 普京与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
晤并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利比亚
交战方从12日零时起停止一切敌
对行动。 利交战双方对此表示支
持， 但均指责对方破坏停火。

俄法总统通电话讨论利比亚和伊朗局势

漫漫画画绘绘制制 朱朱慧慧卿卿

多地曝涉数亿元增值税发票大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