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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企参与户口倒卖利益链曝光

“砰！砰！”两声枪响之后，辽宁盘锦千万富豪郭辉殒命家

中。

凶手正是郭辉妻子的哥哥，两个家族的争执也由此开始。

凶手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被害

人家属认为量刑畸轻，要求严惩；而被告人家属则指认被害人

家属涉嫌诈骗巨额遗产。两个家族的不同诉求已经持续了五

年，争议未止。

死亡迷局

“郭辉左手六级残疾，左大腿中段以下截肢，配假肢使用，

用力稍猛就会脱落。郭辉身中一枪后，基本很难与对方厮打、

搏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防卫过当，凶手又怎么会再次开

枪，接着又在他身上砍了十多刀？”9月下旬，郭家一位亲属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因为对郭辉命案判决不服，

家属多次到辽宁省检察院提交相关诉求。

1968年出生的郭辉于上世纪 90年代初承包了一个小炼
油厂，多年后财富不断积累。1999年，这个新农村炼油厂正式
办理登记为盘山天泰化工有限公司，后来又变更为红和化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和公司）。该公司位于盘山县陆家乡新

农村，注册资金加上设备及土地价值，有近千万元之巨。

郭辉一直怀疑妻子孟祥智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2007年 12月 13日 21时 30分左右，郭辉携带一把五连发猎
枪回家。此时，孟祥智哥哥孟祥勇也在其家。发生争执后，郭辉

将猎枪对准孟祥勇，孟祥勇在抢枪过程中两次扣动扳机将郭

辉打倒在地。怕郭辉反抗，他又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水果刀，在

郭辉前胸和后背刺了数刀，致其当场身亡。

以上事实来自孟祥勇的供述。案发时除孟祥勇外，还有孟

祥智、郭辉 15岁的儿子在场，但三人的供述基本一致。
2008年 10月，盘锦市中院下达判决书，认定孟祥勇并不

是故意杀人，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及妹妹，属于防卫过当。同时

因其在看守所羁押期间有检举他人的立功表现，最终被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

关押了几个月的“凶手”被当庭释放，郭家对以上判决表

示不服。郭家的两点质疑是：其一，厮打过程中，丈夫被刺数

刀，难道孟祥智一直在旁边观望吗？而警方只对凶器血迹做了

DNA鉴定，未做指纹鉴定；其二，枪到底是谁带到现场的？警
方依据被告人兄妹的说法，片面地认定是被害人带去的。如果

发生抢枪的事实，枪上一定有被害人的大量指纹，可警方却未

做提取。

案件宣判前，郭家和孟家接受过调解，由孟祥勇赔偿 100
万元现金及汽车两辆。宣判后，郭辉父亲郭永久以量刑畸轻为

由，向盘锦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被驳回。

遗产争夺战

9月底，《中国企业报》记者来到距离盘锦市区 10公里外
的华诺化工有限公司，这里已经停产多年，而此前该企业叫做

红和化工公司。

在厂区南侧，围着围墙的别墅与厂区连成一片，墨绿色的

大门内，空旷的厂区内摆放着十余个油罐，每年维护费用高达

五六万元。

以郭辉的弟弟郭华为代表的郭家人怀疑凶手并非孟祥勇

或并非孟祥勇一人，不断前往辽宁省检察院以及国家信访局

寻求申诉途径。但与此同时，另一个案件又开始了。郭辉的妻

子向公安机关举报郭华，并列举了其涉嫌杀人、私藏枪支、故

意伤害和侵占财产犯罪等十大罪状。

根据 2007年盘山市公安机关鉴定，认定郭华伪造了其嫂
子孟祥智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假冒侄子孟令昊的签名，

将红和公司转让给郭华自己、法定代表人也变更为郭华等。盘

山市公安局以伪造证件罪、职务侵占罪立案报捕，但是检察院

认定证据不足，上述罪名不成立。

但是到了 2011年，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将郭华刑事拘
留并批捕，2012年 2月，大洼县法院以伪造公文罪判处郭华
有期徒刑 9个月。刑满后，孟祥智向检察机关提起抗诉。2013
年 3月，盘锦市中院将该案指定到兴隆台区法院重新审理。郭
家人认为，这是孟祥智怕追究孟祥勇的杀人真相才诬告郭华。

据郭家人介绍，郭辉生前的 2007年 9月，为了银行贷款，
将署名为郭华的华盛化工厂的土地所有权过户到盘山红和化

工有限公司名下。郭辉死后，郭华于 2008年 2月又将红和化
工有限公司土地过户到其成立的华诺化工有限公司名下。

随后，《中国企业报》记者联系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辗转

联系到郭辉案的法官宋希，对方表示要经单位批准后才接受

采访。记者找到新闻处，一位工作人员请示领导后表示不方便

接受采访。

关于郭华诈骗案，在兴隆台区人民检察院一位工作人员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大洼只能是以兴隆台区检察院的

名义办案，卷宗我们都没有看到，整个案情我们也不清楚。即

使这个案子开庭，也是大洼县检察院以兴隆台区检察院的名

义出庭，兴隆台区的工作人员不会出庭这个案件。”

接着，《中国企业报》记者前往大洼县人民检察院采访时，

办公室工作人员以“不方便透露”为由拒绝采访。

盘锦郊外的一处平房区，是孟祥智父亲的居住地。孟母对

于记者的到访有些意外，“女儿不在这里居住，不想被打扰。”

郭华的辩护律师、北京市中视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李玉祥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兴隆台区人民检察院诉书

中明确显示：“被告人郭华……将郭辉的遗产（盘山公司土地使

用权及所属财产）全部占为己有。”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家庭财

产中的遗产部分，必须经过人民法院依法析产，并依法确定遗

产范围后，才能确定各继承人应当继承的财产份额。遗产该由

谁继承、继承多少是民法调节的范畴，不是刑法调节的范畴。

目前的困局是，无论郭家还是孟家，都认为案件不公平而

在寻求申诉途径。

本报记者 闵云霄 实习生 谢孟航

枪杀企业家案中案：
千万遗产 5年“拔河赛”

（上接第一版）

王某交代，他共收取小夏办理费

26万余元，汇给金吉列公司的刘某 18

万元，余款一部分作为自己和李某飞

的好处费。

警方调查，刘某将收到的 18万元

据为己有。

另一当事人小刘通过中间人联系

到王某，支付了 72万元办理费，其中仅

8万元打入金吉列公司账户，其余全部

被中间人扣留侵吞。其中中间人李某明

扣留 49 万元，刘某扣留 10万元，王某

杰扣留 4万元，王某扣留 1万元。

其实，早在 2008 年，京东方科技

集团原人力资源主管温文浩联合他

人，将集团的 47个北京户口指标，“转

给”不是本公司的 47名外地应届毕业

生，收取 92万余元费用。

据检方指控，2006 年，温文浩拉

拢了京东方集团人力资源部原部长赵

启光，一起为他人转户口收好处费。三

人分工合作，由周飞专门联系要办户

口的毕业生，温文浩、赵启光则将公司

的户口指标“转给”唐某等 40人，共收

取 75.25万元费用，随后被判刑。

2009年，在北京海淀法院开审的

当地最大倒卖进京户口案中，涉嫌违

规的 92份北京户口竟有导演王小帅。

据称，该团伙在为王小帅办理户口时，

将其北京电影学院的本科学历虚构成

了研究生学历，服务处所也写成了北

京航润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便顺

利将其户口落在北京。

此消息一经曝光，王小帅就在第一

时间通过媒体大呼无辜：“我是个受害

者，户口是一个叔叔给办的没收钱。”

一个户口贩子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以前百度北京户口吧上，花上

百万元买个户口的人大有人在。如今

的行情，给小孩购买北京户口，50万

元是起步价，还要看有没有名额。最好

是你自己有关系，又舍得花钱，我才接

你这单。或者你有亲戚是北京户口，也

可以想办法挂上去。”

“如果要求见面谈，需要出示学生

证、身份证等。”户口贩子“素年锦时”

简单介绍了办理过程：毕业生提供就

业推荐表、成绩单和四级证书等相关

材料后，公司会出具进京指标接收函，

毕业生持接收函到毕业生分配办公室

签订个人、学校、接收单位三方协议，

然后再拿到留京指标，就可以办妥了。

按照北京市人社局的规定：“一经

发现非法倒卖指标行为，立即取消该

企业的指标，并给予处罚。”但现实是，

无法对所有申请指标的企业进行监

控，也不知道哪些企业已经倒闭或面

临倒闭的局面，主管部门只能按照规

定每年定期发放指标。

隐形市场价格暴涨

其实在校园 BBS和各大网站上，

“叫卖”北京户口的帖子层出不穷。

10月 18日，《中国企业报》记者

以应届毕业生身份通过 QQ与多家

倒卖户口的中介联系，卖家“素年锦

时”对记者宣称，朋友在人事局，本科

以上学历且是应届毕业生、英语至少

通过四级才能有机会办理。当得知记

者非北京的学校毕业后，他说本科的

价格是最贵的，又是外省市学校，大概

得 28万元左右。

“计算机和通信专业 12万元，其

他理工类专业 18万元，文史类专业不

一定能办成，办成就 28万元。”

“素年锦时”告诉记者：“有了北京

户口，可以买经济适用房，算下来能节

省一百多万，以后孩子上学，不仅能省

一大笔费用，考上清华、北大的几率也

要高些，还有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福

利，花 28万，收益绝对翻几番。”

2010年底和 2011年初，北京市

政府相继颁布针对汽车和住房的“限

购令”，非京籍居民只有“持本市暂住

证且连续五年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

险和个人所得税”才可以参与购车摇

号和购买住房。而早在 2008年，“具有

本市户口”已经被列为限价商品房供

应对象需具备的首要条件。

细算下来，附加在北京户口上的

利益远不止于此。据网友统计，北京户

口有 80余项福利，单就买房和教育两

项，北京户口就值 54万元，考入北大

几率高 40多倍。

一位网名为“海归之家”的中介，

在QQ空间里为客户算了一笔账：一

套地处大兴的 76平方米的经济适用

房，市价 180万元，但拥有北京户口，

具备申请经适房的资格，这套房拎包

入住的总价款才 42万元。比没有北京

户口的人至少少花了 140万元。

“素年锦时”说，他不是中介，走的

都是正规程序，因为朋友单位有指标，

帮他问一下看有没有学生办，他前年

办了 3个，去年 2个，都成了，而且办

理的是国企事业单位集体户口，单位

好，等以后如果有车有房了就可以把

户口转出来，变成个人户。接收单位会

给上一年的保险，上了保险，查下来也

不会有问题。

《中国企业报》记者多次以不同类

型大学毕业生身份接触北京“户口中

介”发现，户口买卖这个隐形市场在暴

涨。不少中介称，前几年稳定在 6万—

7万元的北京户口行情价已经被打

破，如今北京市户口“20万元都不一

定能办下来，多的花费 40—50万元也

是正常的。”

网上的“非法交易”，价格不一，真

假难辨。相关人士提醒说：“骗子非常

多，还有一些黑客或非法交易者能够

修改公安局户口登记，但是由于没有

相应的档案手续，这种‘户口’是无效

的，甚至会给购买者以后的工作协议

和社保带来麻烦。”

但是，面对越发严峻的“落户形

势”，很多人还是铤而走险。《中国企业

报》记者获悉，近年来，进京户口指标

基本控制在一万名以内，北京市每年

会参照相关用人单位上报的人才引进

计划结合各方面要求，防止从中作假。

但是，个别单位或个人选择铤而走

险———倒卖户口，并从中谋取私利。

潜在风险巨大

按照现行政策，落户北京共有八

种渠道，除夫妻投靠、子女投靠外，还

有考取公务员及部分事业单位、在京

工作的博士后、海归、大学生村官或社

工、应聘有进京指标的企业和各类特

殊人才计划等方式。

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北京地区

高校有毕业生 22.9万人，其中非京生

源毕业生约为 14.5万人，而今年应届

留京指标总量为 1万人左右。对此，北

京市人保局副局长张祖德曾表示，引

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成为延长本市人

口红利期，优化本市从业人员队伍年

龄结构、学历结构和专业结构的重要

手段，但限于人口控制的压力，无法得

到全部满足。

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里明确

写道，“优先解决好符合首都发展需要

的专业管理和技术人才的落户需

求”。 北京海淀区人社局相关人士

说，“各单位都倾向于选择理工类专业

的人才，文史类和艺术类专业的人才

落户非常难。”

还有部分指标落在了高科技单

位。2001年，北京市出台了《中关村科

技园区接收非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办

法》，其中规定对以电子、信息为主的

高科技单位的进京指标发布没有限

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不同需求，向国

家申请进京指标，也不收取任何费用，

但一定要提前做计划报批。

北京市的进京指标管理正在逐渐

趋严。如 2011年北京市给予非京生源

毕业生进京指标名额同比有所减少，

2013年本市再次提出非京籍毕业生落

户政策要“严控年龄”。根据新规，应届

毕业生本科生不超过 24岁、硕士生不

超过 27岁、博士生不超过 35岁，超过

年龄限制的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将不

能够留京。不过由于该要求只是指导

意见，2013年本市就此设置了过渡期。

不过，无论是申请北京经济适用

房、公租房、廉租房都有明文规定的条

件限制，即使符合条件，排队成功购买

的几率非常有限。

“出售户口指标，也就是一定程度

上把工作和指标分离了，之后就会出

现需要伪造工资单、社保缴费情况等，

那又会涉及造假等罪名。被查出后，户

口打回原籍，一切回到原点。”一位北

京律师说。

在近期举行的一场招聘会上，一家企业“解决北京户口”的

承诺吸引了众多求职者。 CN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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