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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朱国亮陆华东 秦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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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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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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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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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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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卡，2万余元，100多节课程；不办
卡，每节课 300多元。怎么算，都是办卡
更实惠。”2019 年夏天，北京朝阳区的王
女士花2万余元购买了某早教机构课程。

然而，2019年10月的一天，王女士带
孩子前往该机构上课时发现，这家门店
已经人去楼空。一问才知，这家早教机
构在北京的门店大多数关闭，许多消费
者办的课程无法兑现。

预交了上万元的课程费，等来的却
是“闭门羹”。一段时间以来，早教机构
诱导消费者预付课时费之后却关门跑路
的事情时有发生。对此，如何维护消费
者权利？如何防范这种现象？对此，记
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早教机构倒闭跑路时有发生，消
费者维权困难

2019 年，多家早教机构出现倒闭跑
路的现象，其中不乏经营时间较长、规模
较大、有一定基础的机构，培训内容涉及
多个领域。

2019年 3月，上海市的韩女士，她与
孩子来到一家早教机构，签订《学员就读
协议》，约定该机构为韩女士孩子提供英
语课程培训，课程时长 336课时，课程总
价18800元。

还没等韩女士带着孩子来上课，该
机构便突然倒闭失联。韩女士遂将该机
构的经营者告上法庭。经过审理，2019
年 9 月 29 日，法院判决被告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韩女士
18800元。

北京市的李女士来信反映，她 2018
年初为女儿报了一个早教班，预交了
12930 元的学费，但是课程还没上完，培
训机构就关门了。

事后，李女士将该机构诉至法院，法
院判决培训机构败诉，退还相应费用。

但该机构已经人去楼空，判决难以执行，
付出了大量精力的维权行动只是“竹篮
打水一场空”。

早教机构跑路给消费者带来的困扰
不仅仅是钱财损失与学习计划打乱。消
费者要想通过诉讼拿回预付课时费，其
实并不容易。联系不到跑路的机构负责
人，为了维权，消费者只能诉诸法律途
径。即便胜诉，机构已经人去楼空，判决
难以执行，课时费仍然拿不回来的情况
并不少见，不少消费者付出了大量精力
的维权行动很可能白费功夫。维权成本
高，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

◆关于预付课时费有明确规定，但
一些早教机构千方百计予以规避

2018年 8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
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对早教等校外培训机构向
受教育者收取学费提出明确要求：“不得
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有些早教机构
打起了擦边球，偷换时间跨度的概念。
签合同时，只约定课时数量，不约定按天
或按月计费，这样就绕过了上述政策要
求，逃避监管。更有甚者，有的早教机构
把原先一年的合同分成 4 份，每份 3 个
月，分别收取学费；有的模仿金融机构，
推出培训贷款，以及分期还款的服务。

在各式优惠中，多买课、多预付才能
获得更多优惠，成了早教机构的普遍招
数。为了享受更大的优惠力度，消费者
往往中招，自觉不自觉地提前支付了高
额费用。支付的费用越高，机构一旦跑
路，消费者承受的损失就越大。

为了防止校外培训机构抽逃办学资
本，《意见》规定：“各地教育部门要加强与
金融部门的合作，探索通过建立学杂费专
用账户、严控账户最低余额和大额资金流

动等措施加强对培训机构资金的监管。”
上海市教委则出台硬性规定，明确

开办教育培训机构，首先要在银行专用
账户中存入“学习保障资金”，保障在经
营出现风险后用户、员工的权益。

然而，对于很多本身就没有合法资
质的早教机构，这些规定缺乏有效的约
束力，大多数消费者或是不懂得该如何
核查早教机构资质，或是出于贪便宜的
心态选择了价格更低但实际上并没有合
法资质的早教机构，最终成为早教机构
倒闭跑路的受害者。

面对这样的情况，许多消费者防范意
识不强，而某些早教机构的操作令消费者
防不胜防。伪造资质、多份合同收费、大
金额预付课时费……这些都是大多数消
费者难以注意到、识别出的。而一些缺乏
社会责任感的早教机构就利用这些陷阱
躲避监管，一旦出现问题就一逃了之。

◆强化事前、事中监管，多管齐下防
范早教机构跑路

针对早教等校外培训机构出现的倒
闭跑路问题，《意见》提出要完善日常监
管，同时落实年检年报制度。在日常监
管方面，《意见》对教育、市场监管、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民政、公安等多部门作出
要求。比如，教育部门负责查处未取得
办学许可证违法经营的机构，并在做好
办学许可证审批工作基础上，重点做好
培训内容、培训班次、招生对象、教师资
格及培训行为的监管工作，牵头组织校
外培训市场综合执法；市场监管部门重
点做好相关登记、收费、广告宣传、反垄
断等方面的监管工作。

在《意见》基础上，不少地方政府都
在探索预防方法，引导行业良性发展，帮
助消费者作出正确选择。

比如，2018年11月，河北省教育厅印

发《河北省校外培训机构设置与管理办
法》，以规范早教等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
为。办法明确，校外培训机构发布的招
生简章和广告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必须载明培训机构名称、办学地址、办学
形式、办学内容、学习期限、收费项目和
标准等，内容真实准确；校外培训机构不
得通过虚假宣传和夸大培训效果诱导中
小学生参加培训，不得以暴力、威胁等手
段强迫学生接受培训。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
海认为，要力戒各部门在监管环节的推
诿扯皮行为，明确划定责任，形成监管合
力，“教育部门觉得早教机构的事情不归
他们管，市场监管部门又觉得是教育部
门的事，这样不行。”

“事前、事中也要加强监管。”刘俊海
还谈到事前预防的问题，“通过大数据大
分析手段，识别违法犯罪高发的行业、地
区。对于个人，注意要透过法人，识别背
后真实的股东。对失信人办的企业，应
该有明显的警示。”

此外，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
育所所长董圣足提出，对于早教机构的预
付费问题，有必要探索建立第三方支付平
台，像“淘宝”一样采取第三方账户监管模
式。用户的预付费不直接进入机构账户，
而是由第三方支付平台根据教学进度、服
务内容，按月、按课时划拨结款，使预付资
金与机构处于隔离状态，避免机构挪用或
倒闭跑路，降低消费风险。

刘俊海认为，提高广大消费者对商
品的辨识度以及事后的维权力，依然是
一个永恒的话题。不被商家的营销所迷
惑，能在报名时选择正规的早教机构，做
到货比三家。在消费权益受到损害时，
敢于和擅于利用各种工具进行维权。

（人民网）

如何防范早教机构预付费风险

多地曝涉数亿元增值税发票大案

虚开的发票从哪儿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