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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7月10日电（记者 刘宏宇
吴燕婷）一枚成本不过几十元的印章，因行
业垄断，价格飙升至数百元甚至上千元。

日前，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原支
队长谢寒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深圳
市纪委监委通报其主要问题之一，便是纵容
深圳市创业印章公司利用公权力在印章业
形成行业垄断，扰乱行业管理秩序。此外，
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原政秘处主任
贾开玖涉贿一案近日开庭审理，检方指控其
涉7宗受贿事项中也包括收受深圳创业印章
公司贿款。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谢寒、贾开
玖案件所涉及的深圳创业印章公司，垄断清
远、韶关、河源、梅州、云浮、湛江、深圳等7个
市的铜章加工，还通过独家运行维护材料采
购系统和信息系统，捆绑高价销售印章设
备、印章材料，变相审批，掌控了广东全省印
章市场。

全省多地市只有一家公司能刻铜章，印
章价格明显高于其他城市

公开信息显示，深圳市创业印章实业有
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陈锦昌，该公司在广东全省设
有 200余家门店。多方信源证实，陈锦昌已
被公安部门拘捕。不过，记者近日前往该公
司在深圳的门店采访，发现一些门店仍在营
业中。

在位于罗湖区解放路的一家门店，记者
看到各种印章标价不菲。其中，最便宜的合
成材料印章价格为每枚 230元至 280元；铜
质章为每枚 280元至 480元；镀金貔貅每枚
888元……在该门店入门处的一排橱窗内，
摆放着各种章材样本。其中，一块青玉石印
章 标 价 11800 元 ，一 块 寿 山 石 印 章 标 价
18000元。

位于福田区的一家创业印章公司门店
服务人员称，该店印章植入的芯片与公安系
统联网，“其他店的印章不是公安系统认证
的，不具有权威性”。据悉，2017年 1月，国
务院取消公章刻制审批，实行备案管理，这
意味着印章刻制为自由市场。

在谢寒案发之前，创业印章公司已被广
东省内200多家同业公司联名投诉涉嫌垄断
市场，大幅抬高公章市场价格。多家印章公
司反映，在清远、韶关、河源、梅州、云浮、湛
江、深圳等7个市，铜章加工由创业印章公司
垄断，其他公司不能制作铜章，只能制作利
润相对较低的合成材料印章。

垄断市场的结果是印章价格水涨船
高。目前，广东合成材料章的平均价格为每
枚 180元，铜章价格为 280至 360元，明显高
于其他城市：比如，北京分别为80元、100至
120元；上海分别为100元、180至200元。

广东的印章市场空间巨大。数据显示，
广东省共有印章刻制店1300多家，每年的市
场总量保守估计达10多亿元。

强制征收数亿元专利费，控制材料市场
除了垄断印章刻制产业下游加工市场，

记者调查发现，创业印章公司还控制了印章
刻制的研发、材料市场。

——强制缴纳“专利技术使用费”。
2010年，创业印章公司承建深圳印章治安管
理信息系统并负责运行维护。2018年 5月，
创业印章公司中标承建广东全省推广统一
版本的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多家刻章
企业反映，自从上线该系统后，印章行业出
现普遍性“刻出来的印章备案屡屡通不过”
的情况。

河源市一刻章店负责人说，凡是与创业

印章公司合作的，刻章备案能一次性通过；
没有合作的，在备案时会遇到种种“技术性
阻挠”，且创业印章公司还可找出各种理由
随时切断信息系统，让企业做不成生意。

广东省多家印章公司投诉称，创业印章
公司利用其掌控的信息系统，向全省印章企
业强征芯片“专利技术使用费”。据不完全
统计，2010年至 2018年，深圳全市大约刻制
了900万枚网络印章，以每枚印章缴纳65元
计算，该公司征收的所谓“专利技术使用费”
高达数亿元。

——控制材料采购系统。“印章材料商
城”是相关部门指定的印章材料采购平台，
但背后的实际控制者其实也是创业印章公
司。广东省多地印章公司反映，向该公司下
单总是拿不到货，被以各种理由拖延。

广州市印章协会会长曾献明说，他开办
的广州市祥光印章有限公司经营了20多年，
因买不到原材料面临倒闭。广东省印章协
会会长梁少峰开办的东莞市惠峰商业有限
公司是印章材料生产商，也因无法进入省印
章材料采购平台，面临生存困境。

清远市一家印章店的老板告诉记者，自
2018年 10月份以来，创业印章公司停收 65
元的“专利技术使用费”，但全省所有的印章
店都强制到统一的“印章材料商城”购买带
芯片的印章材料，每枚印章收取20元的芯片

“研发和技术服务费”，导致全省的印章材料
价格大幅上涨。“以前的材料价格为每枚 6
元，到指定的平台购买后，每枚价格涨至 36
元以上，其中包括20元的芯片费。”他说。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芯片材料基本
没有技术含量，成本不足1元。

此外，广东省内的其他公司被“强制”向
创业印章公司购买材料和机器。“清远市有40
多家印章店，每一家都必须向创业印章公司
买机器，不买机器就刻不了章备不了案。一
台机器要4万元，加上高拍仪、读卡器则要4.3
万元。”清远市多家刻章店老板说，创业印章
公司强行要求购买其公司的机器与材料。

坚决防范权力腐败造成市场垄断
针对创业印章公司的垄断问题，国家发

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收费很高，数额巨大；
垄断明显，效率低下；反映强烈，有呼不应。”

专家表示，中央强调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地方政府必须依法
行政，维护市场公平交易，坚决防范权力腐
败造成的垄断。

庭审信息显示，早在 2009年，创业印章
公司法人代表就请贾开玖帮忙在深圳全市
推广该公司开发的创业印章系统，贾开玖多
次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其解决针对创业印章
公司收费过高、垄断原材料等相关投诉，多
次收受陈锦昌贿款合计港币68万元。

广东多位业内人士对创业印章公司的
市场垄断行为长期投诉。“这家公司既是软
件系统供应商，又是刻章企业，既当裁判员
又当运动员，明显违反市场规则。”深圳市印
章协会原会长杨明秋说，印章行业是特种行
业，接受公安机关管理。但如果将实际管理
权交给一家公司支配，这家公司就获得了

“行业生杀大权”。
深圳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在管

理中出现失误，导致印章市场价格高于其他
城市。接下来要对照相关规定进行检查，全
面纠正、整改。

广东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说，此前接到
一些企业的相关投诉，但对问题了解不深
入。我们将坚决取消任何以印章系统为名
义收取的不合理费用。

这家企业为何能垄断十几亿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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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发（苏阳 摄）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10日电（记
者 刘懿德）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锡
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日
前对一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上
诉案二审宣判，3名男子利用 60斤毒
药毒杀4400多只百灵鸟，被依法判决
赔偿涉案鸟类的生态经济价值损失、
国家财产损失等共计440余万元。

法院查明，2017 年 12 月，王国
庆、郝长青、王凤财三人商量到锡林
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狩猎野生鸟，所
得经济利益平分。当月20日，该三人
用苜蓿草籽与克百威配成约 60斤毒
饵，投放在事先探查好的百灵鸟栖息
地，随后乘车离开。

2018年 1月 16日、3月 12日，森
林公安民警巡查中先后两次在草滩
发现大量野生鸟类被毒杀，共计4484
只。随后，民警根据线索首先对王凤
财进行调查，并陆续把王国庆、郝长
青抓获归案。

经有关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毒
杀的野生鸟中有蒙古百灵3735只、角
百灵 165只、短趾百灵 584只。根据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
等规定评估，涉案鸟类折合经济价值
395.97万元。

法院认为，王国庆、王凤财、郝长
青违反国家狩猎法规，使用投放毒药
的方法，猎杀百灵鸟 4484只，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造成国家资源损失，损
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除应负刑
事责任外，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损
失，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该3人赔偿涉案鸟类的
生态经济价值损失43.28万元，赔偿鉴
定费1.2万元，并在旗县级以上新闻媒
体公开赔礼道歉。同时赔偿涉案鸟类
的国家财产损失395.97万元，互负连
带责任。2018年，东乌珠穆沁旗人民
法院一审以非法狩猎罪，分别判处该3
人2年至2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3名男子毒杀4400多只百灵鸟

被判赔偿各类损失440余万元

人民网栾川7月10日电 7月 10
日上午，备受社会关注的“当街殴打
20年前班主任”一案，在河南省栾川
县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常某因寻
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当庭表示上诉。

据栾川县法院官方微博发布消
息：经审理查明，2018年 7月的一天
下午，被告人常某驾车与同村的潘某
某一起外出时，在栾川县栾川乡双堂
村省道 S328-19里程碑附近, 遇见曾
担任过其初二班主任的张某某骑电
动车经过。常某事后供述称，其看到
该人疑似张某某，想起上学时因违反
学校纪律曾被张某某体罚，心生恼
怒，遂将手机交给潘某某，要求为其
录制视频。接着，常某到公路上拦下
张某某，确认后即予以呵斥、辱骂，并
连扇四个耳光，又朝张某某面部猛击
一拳。之后，常某强令张某某将电动
车停靠至公路旁，继续进行辱骂、呵
斥，又先后朝张某某胸、腹部击打两
拳，并将张某某的电动车踹翻，致使
电动车损坏，引起二十余人围观。

事后，常某将所录制视频传播给
初中同学观看、炫耀，造成该视频在
多个微信群和朋友圈传播扩散，被众
多媒体平台连续报道，引发社会舆论
广泛关注。后常某又在“常氏宗亲”
微信群再次发布视频，仍声称自己的
行为没错，即使打老师不对，张某某
也有百分之五十的责任等。随着该
视频在微信等媒体平台的传播，相关
事件再次引发社会舆论关注。严重
影响了张某某正常的工作、生活及其
家庭安宁，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栾川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常
某为发泄情绪、逞强耍横，借故生非，
在交通要道拦截、辱骂、随意殴打老师
张某某，并同步录制视频进行传播，引
发现场多人围观和社会舆论广泛关
注，严重影响了张某某及其家人的工
作、生活，破坏社会道德准则和公序良
俗，情节恶劣，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
罪。鉴于常某有自首情节，系初犯、偶
犯，可以从轻处罚。根据常某犯罪的
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
危害程度，作出上述判决。

男子“20年后打老师”获刑一年六个月

南京开放防空洞供市民纳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