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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法律院校 
2019 年“理律杯”模拟法庭比赛 

模拟刑事诉讼二审案件材料 
·～·～··～·～··～·～··～·～··～·～··～·～··～·～··～·～··～·～··～·～··～·～··～·～··～·～··～· 

 

案件材料第二部分（共三组）： 

一审判决书主要证据（仅限争议证据） 

 

一、第一组：被告人李小可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被告人及其辩

护人申请排除） 

二、第二组：金州海关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被告人及其辩护

人认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三、第三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援引侦查卷宗中的在案证据用

来证明第一组证据系非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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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证据材料 
 

被告人李小可侦查阶段的供述 

 

 

讯问笔录 

时间 2013年 12月 8日 21时 15分至 2013年 12月 9日 00时 15分 

地点：金州海关缉私局讯回室                          

讯问人（签名）张三、李四  工作单位 金州海关缉私局侦查处 

记录人（签名）郭某        工作单位 金州海关缉私局侦查处 

被讯问人 李小可 性别 男 年龄 44 出生日期 1969年 8月 5日 

证件种类及号码  身份证号（略） 

现住址 北京朝阳区拂林园小区 5号楼 1003 

联系方式   略    

户籍所在地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13号 

(经传唤到案的被讯问人于 12月 9日 14时 30分到达,   月  日  分

离开,本人签名  李小可   ) 

问：今天你下午 2 点 30 分,你主动来到金州海关缉私局,是想谈些什

么事情? 

答：前几天我听我公司代理汝阳几家企业进口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涉嫌

逃税的事情。我想来拾你们主动说明一下具体情况。 

问:我们是金州海关缉私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件),现依法对你进行

讯问,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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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的权利。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嫌疑

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交被讯问人),你听明白了吗? 

答：我听明白了,《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我已经看过了。 

问：你的个人基本情况？ 

答：李小可,男,汉族,出生日期（略）,大学本科。身份证号码:略，籍

贯江苏盐城,金州住址:金州市苑中央花园 13 号楼 1 单元 103 室,联

系方式（略）。现任海西文汇进出口有限公司工作法人代表、总经理。 

问:讲一下你的家庭情况? 

答:我家有三人,妻子方某,44 岁,中国移动设计院有限公(北京)女儿

李某某,16岁,北京第四中学上学。 

问:进一讲你的主要经历? 

答：我出生在汝阳,自小在汝阳上学,1986 年考入海西工学院计算机

专业本科就读,1990 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原国贸公司上班,先后在苏东

业务处工作,后来公司改为海西对销公司,我 1997 年离开对销公司,

出来创立了海西文汇进出口有限公司,任法人代表、总经理至今。 

问：你是否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答：不是。 

问：你有无犯罪前科? 

答：没有。 

问：你来海关缉私局的目的是什么? 

答：前段时间海关到我们公司进行过调查,我这次来对有关情况进行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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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们文汇公司是查曾有违反海关规定被处罚的情况?  

答：没有。 

问：你公司的股东构成？ 

答：我公司有三位股东,总注资金三万人民币,我占 6O%股份，还有韩

某卫，占 20%股份，还有何某东，占 20%股份。 

问：你公司股东的主要分工？ 

答：我和韩某卫负责公司的运作，韩某卫外语好，主要负责对外沟通，

以及和相关客户的联系，我负责公司全面工作，何某东是股东，但是

他有其他工作，不参与公司经营。 

问：你公司有多少职员？ 

答：大概有十五六人。 

问：分几个部分？ 

答：大致分三部分。业务部门主要是沈某洪负责,内部公司管理运营

张小谦负责,财务由刘某歌负责。 

问：你们公司是否曾经代理海西利源焦化有限公司进口过燃气轮机发

电机组设备？ 

答：有的。 

问：你代理进口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的情况说一下？ 

答：我最是 2005 开接触燃气机发电机组这种设备的，当时是金州燃

气发电公可办理减税进 2台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我们公司代理的进口,

从揽这个业务,到许多具体工作、如报批减免税等,都是我亲自操作的。

所以对这个设备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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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接着说。 

答：大概在 2008年底的时,我公司业务员沈某洪在海西顺成集团有限

公司接到一单进口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的业务,当时我们是接照免税的

程序走的,从市里面到省里面都批了立项，但是政策调整,进口的这种

燃气轮机发电机组不允许免税了，于是企业按照 10%的关税、17%的增

值税,向海关缴纳了担保金，设备允许放行了。因为燃气轮机发电机

组的主要部件是燃气轮机,经中国机械联合会认定,海关最终确认该

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的税率为 3%。 

问：为什么你会有想要把税率归到 3%的意愿？ 

答：这个是这样的,每个企业都争取最大限度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外

贸公司帮助企业跑成减免税,会从减免税总额中和企业有利润分成,

所以,从 10%税率归到 3%税,我公司也能从 7%差额中获取利润,所以,

我们对为企业办理减免税是积极争取的。 

问：做了什么工作? 

答：当时沈某洪对我说,海关认为这套改备属于发电机组,应归入税率

10%,我们认为应该归为 3%税的燃气轮机,依据不充分。这样我就去北

京找中国机械联合会国际合作部进行认定。具体经办是协会的秦某。 

问：接着说。 

答：当时我拿着顺成公司的请示、合同等,他们说需要开会让我等通

知。两个月后,我们收到了文件,文件写这套设备是燃气轮机组。然后

我们把文件交给了海关，海关支持了联合会的意见，还把原先申报的

10%税率的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申请改成了燃气轮机组，按照燃气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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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关，征了 3%的税。 

问：代理顺成公司申报进口的货物名称是什么？ 

答：我拿的批文是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申报时候的具体名称我不清楚，

这个是沈某洪办理的。 

问：（出示海西顺成煤焦集团有限公司申报进口单据）这个名称是谁

定的？ 

答：（看报关单三分钟）,这个名称是燃气轮机组,应该是沈某洪定的

名称。 

问：这个申报名称是否正确? 

答：是不对的,应该报成燃气轮机发电机组,这是货物的真实名称,但

商品编码应为:燃气轮机。 

问：你说是沈某洪定的名称,与你拿的机械协会“燃气轮机组”的意

见是否有影响? 

答：是有影响的,按燃气轮机组报关,我想当时沈某洪也没有考虑那么

多。 

问：接着说一下其他几单代理设备进口情况。 

答：第二单业务是代理程晨煤焦集团的业务,也是进口燃气轮机发电

机组，是沈某洪拉的业务，我没怎么管，只是想按照第一单进口的模

式办理就行了。 

问：第一单的模式是什么? 

答：这个沈某洪也全程操作了,海关也认定了归类,就按照 3%的税率

进口设备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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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用户是如何宣传的？ 

答：我们对客户宣传是这种发电机组是 10%税率,我们可以去办“特

批”找“海关总署”批准,实际上也没有再去找有关部门批。 

问：讲一讲代理海西利源焦化有限公司进口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的情况？ 

答：大概 2010年左右,沈某洪听说海西利源焦化有限公司有购买燃气

轮机发电机组的信息经联系接治,确定由我公司代理利源公司进口该

设备,之后公司安排沈某洪和韩某卫去办理。经过他们配合利源公司

与 美 国 通 用 电 气 公 司 谈 判 , 签 订 了 两 台 GE 公 司 生 产 的

LM2500+PK24500KW 的燃气轮发电机组合同,具体过程我没有参与。 

问：这两台设备通关的情况? 

答：都是沈某洪负责的,他清楚。 

问：报关时货物名称更改的情况你知道吗? 

答：这个我具体不太清楚。整体模式和第一次是类似的,没有大的问

题,沈某洪自己就定了,不用给我汇报。 

问：你们公司职员常某霞现在何处？ 

答：这个女孩离开公司两年了,现在可能在上海打工。 

问：她原来在你公司做什么具体工作? 

答：她主要是内勤工作,具体是合同谈判、签约、执行、单据整理、客

户的沟通联系等。 

问：代理利源进口两台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的业务常某霞有没有参与？ 

答：这个业务她参与了,具体是负责与国外客户的沟通联系还有合同

执行,业务操作上是受沈某洪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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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内勤工作除了常某霞还有谁? 

答：除了常某霞还有金某、郭某灵。她们俩有没有参与利源的业务我

不滑楚。 

问：沈某洪是为了谁的利益从事这项业务? 

答：我们公司有政策,跑业务成了,在业务利润中给业务员有 20%的提

成。我想他首先是为了自已多挣业务提成。 

问：沈某洪挣了提成,你公司是否也能多挣钱? 

答：公司也挣钱。 

问：代理利源进口设备,你公司代理费和奖励一共有多少? 

答：正常代理费是 0.8%，减先税奖励是减少 7%税率中的 20-30%在看。

一共加起来有二百多万人民币的盈利。 

问：你们公司除了正常的代理费,为何述要收取企业的所谓“奖励”？ 

答：主要还是从中国机械联合会拿到了一份批文，认定了进口设备的

商品属性,且海关也支持了其观点。税率从 10%降到 3%。代理公司向

企业要奖励的这种做法是进口代理行业的普遍行业行为。一般的做法

是找高的税率向企业宣传,如果实现了代理进口设备的免税或低税率,

一般会收取税额差额的 5%-30%。我们公司代理汝阳三家企业进口的

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均收取了这样的费用。 

问：你公司先后代理了三家企业，进口了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是不是

每次都前往中国机械联合会跑批文? 

答：不是，就是第一单代理业务丛中国机械联合会拿到了针对该企业

的批文，其他两单没有,都是参照了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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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公司对这件事的看法? 

答：我们作为代理公司,管理上有问题,在报关单据上审查不严。 

问：以上是实话吗? 

答：都是实话。 

问：其他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答：没有了。 

被讯问人签名：李小可（指印） 

侦查员签名：张三、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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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问笔录 

时间 2013年 12月 9日 00时 25分至 2013年 12月 9日 04时 25分 

地点：金州海关缉私局讯回室                          

讯问人（签名）张三、李四  工作单位 金州海关缉私局侦查处 

记录人（签名）郭某        工作单位 金州海关缉私局侦查处 

被讯问人 李小可 性别 男 年龄 略 出生日期  略    

证件种类及号码  身份证号（略） 

现住址 北京朝阳区拂林园小区 5号楼 1003 

联系方式   略    

户籍所在地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13号 

问:我们是金州海关缉私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件),现依法对你进行

讯问,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

答的权利。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嫌疑

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交被讯问人),你听明白了吗? 

答：我听明白了,《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我已经看过了。 

问：沈某洪修改合同、提货单中进口设备名称的问题你怎么看的？ 

答：我认为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问：你理解这种行为吗？ 

答：我不能理解沈某洪的行为。因为第一次报关，海关已经同意燃气

轮机发电机组归到汽轮机组了，为什么还要修改。 

问：海关法规定，经营单位有如实申报的义务，第二次、第三次你们

公司进口合同中根本没有体现出发电机组的字样，使用更改后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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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关，根本没有给海关提供给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归类的正确基础资料，

反而是误导海关归类，怎么说是没有影响海关归类呢？ 

答：是啊，所以我就弄不清当事人沈某洪怎么想的，因为第一次报关，

海关已经认定了燃气轮机的商品归类。 

问：你去中国机械联合会要协会意见，花费多少钱？ 

答：花了三到五万元人民币。 

问：这些钱是做什么事？ 

答：协会说是组织专家论证。 

问：你是否参加专家论证？ 

答：没有。 

问：专家论证是否到厂里看设备？ 

答：没有。 

问：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应归入 10%税率，企业是否明知？ 

答：我们在对外宣传的时候，也是给企业介绍，燃气轮机发电机应归

入 10%税率，我们能提供的服务，有可能帮助企业办理减免税，并获

得收益。 

问：花几万元到机械联合会办一张意见，为什么不按照正常程序到海

关申请归类呢？ 

答：办理协会批文，我们花费在三到五万元左右。是因为双方对商品

归类有争议，想请协会出具鉴定意见，再到海关沟通，最终的结论由

海关做出。 

问：对海西文汇进出口有限公司代理海西利源焦化有限公司进口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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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机发电机组的事情,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答：我再说几句吧,我们公司代理利源公司进口燃气轮机发电组的事,

合同谈判、接货、报为、报检的整个过程我都没有参与。 

问：你是否安排公司人员对报关使用的单据进行修改? 

答：我没有。 

问：你知道不知道你公司负责这个项目的相关职员对报关使用的单据

进行了修改? 

答：我不知道对报关用的单子进行修改,当初只是知道公司代理诚晨

公司和利源公司进口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时,参照代理顺城公司进行报

关,因为海关已经对顺城进口的设备认定过了商品归类,但是我真不

知道报关的单子修改了什么内容,我也是最近海关缉私部门到我公司

查这个事,我才听公司的人说报关的单子把货物品名修改了。 

问：你听公司谁说的这个事? 

答：我记不清了。 

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出具的机联进字【2009】89号《关于对焦炉

煤气燃气机轮发电机组技术鉴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你们

公司谁办理的? 

答：这个《意见》是我办理的。 

问：你把办理经过讲一下? 

答：前期我公司准备为顺成煤业所进口的设备办理减免税业务。因为

我公司原来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有过业务联系,所以我认识联合会

的秦某。大约 2009年 6月份左右,我与秦某联系问他出具《意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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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什么材料,他告诉我后我让沈某洪将材料准备齐全教给我。我带

着材料到比京找到秦某并约见当时秦某的领导王虹,我咨询他俩顺成

煤业所进口的设备是否符合免税政策。 

问：你代表你公司给中国机械联合会的建议是什么？ 

答：起初是想让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出具一份意见说明我公司代理顺

成公司购买的燃气轮机发电机组不属于《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

口商品目录》的范围，但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不同意。公司就像让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出具一份意见，公司进口的设备属于燃气轮机组。 

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作为一个机械行业具有权威性的专业机构，

它对机械设备的认知程度是非常专业的，为什么这份鉴定意见公司要

提出建议？ 

答：因为我公司希望能够让中国机械联合会出具的鉴定意见能够达到

我公司为顺成公司办理减免税的目的。所以为了办这个事，我也花了

很多功夫。 

问：你看下你到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出具《意见》是否是这个(出具

从关汝阳办事处调取的机联进字【2009】89号《关于焦炉煤气燃气机

轮发电机组技术鉴定的意见》)? 

答：我不敢签字确认 

问：你为什么不敢签字确认? 

答：这个《意见》是我拿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意见》可能有问题。 

问：有什么问题? 

答：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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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个《意见》除了你去北京跑的还有其他人没了? 

答：没了,就我自己是去跑的。 

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出具的《意见》对你公司代理顺成煤业进口

设备业务起什么作用？ 

答：我不知道有什么用。 

问：你花了几万元,又提前联系秦某等人光跑北京跑了两趟，你居然

不知道这个《意见》有啥用? 

答：我就是把这个《意见》交给沈某洪了不知道有啥用。 

问：你跑到北京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目的是什么? 

答：目的就是要个文件，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作用，具体有什么作用都

得问沈某洪。小沈叫我去我就去了。 

问：为什么沈某洪叫你去？ 

答：因为我家在北京，北京出差方便，具体干啥我也不问，只要是北

京的差我就去。 

问：以上是实话吗? 

答：都是实话。 

问：其他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答：没有了。 

被讯问人签字：李小可（指印） 

侦查员签字：张三、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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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笔录 

时间 2013年 12月 09日 05时 00分至 2013年 12月 9日 08时 00分 

地点：金州铁路公安处看守所第四讯问室                          

讯问人（签名）王五、赵六  工作单位 金州海关缉私局侦查处 

记录人（签名）王五        工作单位 金州海关缉私局侦查处 

被讯问人 李小可 性别 男 年龄 略  出生日期  略   

证件种类及号码  身份证号（略） 

现住址 北京朝阳区拂林园小区 5号楼 1003 

联系方式  略   

户籍所在地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13号 

问:我们是金州海关缉私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件),现依法对你进行

讯问,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

答的权利。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嫌疑

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交被讯问人),你听明白了吗? 

答：我听明白了,《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我已经看过了。 

问：你把文汇公司为顺成公司办理进口设备的经过讲一下？ 

答：这个业务是 2008年沈某洪联系的,我主要负盖代理协议的谈判

与签订,还负责去北京跑项目的文件。 

问：根据海西中允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你提供给海关用于归类的批文

与机械工业协会存档的文件印章不是同一枚,现在告知你鉴定意见。

出示《鉴定意见通知书》(金关缉鉴通字[2013]9号)。 

答：(签字)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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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去办理的意见,到底怎么回事? 

答：我不知道。 

问：你和沈某洪有没有商量过关于这份鉴定意见的内容如何修改？ 

答：没有。 

问：你有没有交代或安排下属修改这份鉴定意见？ 

答：没有。 

问：那这份意见应当是谁修改的？ 

答：应当是负责这笔业务的我公司人员，也就是沈某洪。 

问：你作为公司总经理，如果是沈某洪修改的，他会不会不经你同

意的情况下，把你从北京用了一个月时间，花了一万多块钱的鉴定

意见结果私自进行改动？ 

答：当然，有可能私自进行改动。 

问：以上是实话吗? 

答：都是实话。 

问：其他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答：没有了。 

 

被讯问人：李小可（指印） 

侦查员签名：王五、赵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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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笔录 

时间 2013年 12月 9日 09时 59分至 2013年 12月 9日 13时 38分 

地点：金州海关缉私局讯回室                          

讯问人（签名）张三、李四  工作单位 金州海关缉私局侦查处 

记录人（签名）郭某        工作单位 金州海关缉私局侦查处 

被讯问人 李小可 性别 男 年龄  略 出生日期 略  

证件种类及号码  身份证号（略） 

现住址 北京朝阳区拂林园小区 3号楼 103 

联系方式  （略）  

户籍所在地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13号 

问:我们是金州海关缉私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件),现依法对你进行

讯问,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

答的权利。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嫌疑

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交被讯问人),你听明白了吗? 

答：我听明白了,《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我已经看过了。 

问：你公司与金州海关汝阳办事处有哪些往来？ 

答：我作为公司总经理，主要就是宋某峰、申主任、杨某生、黄某

这四个人接触，一般只要我去汝阳都会邀请他们吃饭，但宋某峰和

申主任应邀次数不多，主要是下面的年轻人，如杨某生、董某刚

等。另外每年春节我也会向他们各送一些烟酒礼盒和丹尼斯超市

卡。 

问：上述人员在你公司经办的业务中都会给予哪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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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关系拉近后，一方面是我们公司经办的业务上海关的办理速度

会比较快，会给予更多支持，比如派人去天津办理转关，科长、关

长及时尽快签字，在办理期限内尽量缩短，以减少费用。另一方面

及时可以货物先放行，然后再补充材料，再有一方面就是货物不组

织查验等。 

问：你公司涉嫌走私的都是哪几单货物？ 

答：顺成集团公司的两台燃气轮机发电机组；鑫磊集团公司的两台

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利源集团公司的两台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总共是

六台。 

问：你讲一下杨某生是怎么给你们公司提供帮助的？ 

答：2009年,我公司代理海西顺成集团公司进口第一台燃气轮机发

电机组通关业务期间,大概是 8月份,我约杨某生一起吃饭,杨某生说

要招待总关客人,晚一点再联系。到了晚上,等杨某生忙完后,我买了

些啤酒和凉菜到杨某生的宿舍,聊天过程中说起了代理顺成的这台机

器减免税进度停滞不前,估计碱免税的事情没有指望了。杨某生说免

税办不成。可以试试将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归类为燃气轮机,这样程率

就由 10%变为 3%,可以省 7%的税。我受其提示产生了由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出具鉴定意见影响商品归类的思路。 

之后我就开始操作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出鉴定的事宜，经过与联合

会秦某联系,并缴纳 15000鉴定费用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出具了

鉴定意见。 

最终按照改变商品归类的思路我们顺利以燃气轮机组完成了通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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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减少到 3%。并且在之后的多台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的业务沿用了

这一思路。 

问：你具体讲一下杨某生在理减免税过程中给你提供过什么帮助? 

答：顺成第一台机组 2009年的进口过程中,8月份的一天,我去汝阳

出发前与杨某生通了电话，他让我晚上去他宿舍聊。我们一边吃一

边聊起顺成第一台机组的通关事宜。我说:“国家发改委 09年 3月

24且出具的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且确认书已办出来 5个月的时

间，免税迟迟未有结果,中国机械联合会对于不属于“08年版不免

目录”的意见也办不下来,估计免税已没有指望了。你有没有什么建

议?”杨某生回答说:“免税办不了,可以试试燃气轮机组,这关税率

也铰低。”我说:“好的,这个方向可以试试。”我由此确定了去北京

找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出具鉴定意见的思路,并且和杨某生商谈了中

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文件起什么作用,应该怎样出。杨某生谈到中国机

械工业协会的文件应该做到产品归类指向明确。第二天上年,我到杨

某生办公室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出函的事咨询杨某生,我问他：

“中机联(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回函意见能否请你把把关?以便快

速顺利通关。”杨某生说“好的，中机联的意见虽然仅供参考,还是

尽量产品归类指向明确。” 

被讯问人：李小可（指印） 

侦查员签名：王五、赵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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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证据材料 
 

 

金州海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归类指导意见书 

 

 

情况说明 

 

经我处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向海关总署上海归类分中心请示，

归类中心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答复我处，该商品应归入税则号

85023900。 

 

 

 

 

 

金州海关关税处 

【注：有盖章，无签名】 

2014年 7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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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2009年）、（2010年）、

（2011 年）之规定，海西利源焦化有限公司、海西顺成集团煤焦有限

公司进口的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应归入“其他发电组”类别，编码：

85023900，关税税率 10%。增值税 17%。 

特此说明。 

 

金州海关关税处 

【注：有盖章、无签名】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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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州海关出具的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 

 

计
核
事
项 

对“11.29”走私普通货物案犯罪嫌疑人海西文汇进出口有限公司涉嫌

走私两台燃气轮机发电机组（代理海西顺成集团煤焦有限公司；

TITAN130 型）偷逃海关应缴税额进行计核。 

计
核
结
论 

经依法计核，犯罪嫌疑人海西文汇进出口有限公司走私的货物偷逃税

额合计（大写人民币）：伍佰伍拾捌万捌佰玖拾叁元，（小写）5580893.00

元人民币。 

计
核
依
据
和
计
核
方
法
要
述 

计核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计核沙嫌走积的货物、物品

偷逃税款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97号)进行计

核。 

计核方法: 

1.计税价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五十五条、《办法》第

十六条、二十六条之规定,计税价格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核确

定,且应当包括货物运抵境内的运费、保险费。经审查:根据侦查机关

依法提取的发票、合同能够证明真实交易单价、总价、数量等过程,对

其 CIF单价及总价予以审核确认。 

2.计税汇率:因走私行为分别发生于 2009年 1月 7日、2010年 1月 27

日,故分别适用中国人民银行 2010 年 9 月公布的美元基准汇率：美元

兑换人民币 6.725 元;2011 年 12 月公布的美元基准汇率:1 美元兑换

人民币 6.6566 元。 

3.计税税率。因走私行为分别发生于 2009 年 1 月 7 日、2010 年 1 月

27 日,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2009 年)、(2010

年),关税税率均为 10%、增值税税率均为 17%、无消费税。 

4.应扣除海关按照走私行为人的申报已征缴税款总额为 13976082.13

元人民币。 

附: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计核资料清单(1页) 

 

计核人员签名：孔某军 张某兴            计核单位（部门）：关税处 

盖章 

2013 年 10月 26日 

注：如对本结论有意义，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计核涉嫌走私的货

物、物品偷逃税款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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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核
事
项 

对“11.29”走私普通货物案犯罪嫌疑人海西文汇进出口有限公司涉嫌

走私两台燃气轮机发电机组（代理海西利源焦化有限公司；LM2500+PK

型）偷逃海关应缴税额进行计核。 

计
核
结
论 

经依法计核，犯罪嫌疑人海西文汇进出口有限公司走私的货物偷逃税

额合计（大写人民币）：壹仟贰佰零玖万贰仟叁佰贰拾柒元捌角肆分，

（小写）12092327.84元人民币。 

计
核
依
据
和
计
核
方
法
要
述 

计核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计核沙嫌走积的货物、物品

偷逃税款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97号)进行计

核。 

计核方法: 

1.计税价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五十五条、《办法》第

十六条、二十六条之规定,计税价格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核确

定,且应当包括货物运抵境内的运费、保险费。经审查:根据侦查机关

依法提取的发票、合同能够证明真实交易单价、总价、数量等过程,对

其 CIF单价及总价予以审核确认。 

2.计税汇率:因走私行为分别发生于 2010年 10月 26日、2011年 1月

5 日,故分别适用中国人民银行 2010 年 9 月公布的美元基准汇率：美

元兑换人民币 6.725 元;2011 年 12 月公布的美元基准汇率:1 美元兑

换人民币 6.6566元。 

3.计税税率。因走私行为分别发生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2011 年 1

月 5日,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2009 年)、(2010

年),关税税率均为 10%、增值税税率均为 17%、无消费税。 

4.应扣除海关按照走私行为人的申报已征缴税款总额为 30282497.54

元人民币。 

附: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计核资料清单(1页) 

 

计核人员签名：孔某军 张某兴【注：有签名】             

核单位（部门）：关税处  盖章【注：有盖章】 

2013 年 10月 26日 

注：如对本结论有意义，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计核涉嫌走私的货

物、物品偷逃税款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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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核
事
项 

对“11.29”走私普通货物案犯罪嫌疑人海西文汇进出口有限公司涉嫌

走私两台燃气轮机发电机组（代理海西鑫磊梅花集团诚晨焦化有限公

司；金牛座 60型）头套海关应缴税额进行计核。 

计
核
结
论 

经依法计核，犯罪嫌疑人海西文汇进出口有限公司走私的货物偷逃税

额合计（大写人民币）：贰佰玖拾伍万壹仟伍佰壹拾肆圆肆角玖分，（小

写）2951514.49 元人民币。 

计
核
依
据
和
计
核
方
法
要
述 

计核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计核沙嫌走积的货物、物品

偷逃税款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97号)进行计

核。 

计核方法: 

1.计税价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五十五条、《办法》第

十六条、二十六条之规定,计税价格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核确

定,且应当包括货物运抵境内的运费、保险费。经审查:根据侦查机关

依法提取的发票、合同能够证明真实交易单价、总价、数量等过程,对

其 CIF单价及总价予以审核确认。 

2.计税汇率:因走私行为分别发生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2011 年 1 月

17日,故分别适用中国人民银行 2009年 7月公布的美元基准汇率：美

元兑换人民币 6.8328 元;2010 年 12 月公布的美元基准汇率:1 美元兑

换人民币 6.6566元。 

3.计税税率。因走私行为分别发生于 2009年 8月 31日、2011年 1月

17 日,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2009 年)、(2010

年),关税税率均为 10%、增值税税率均为 17%、无消费税。 

4.应扣除海关按照走私行为人的申报已征缴税款总额为 739139.14 元

人民币。 

附: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计核资料清单(1页) 

 

计核人员签名：孔某军 张某兴【注：有签名】 

计核单位（部门）：关税处    【注：有盖章】 

盖章 

2014年 3月 7日 

注：如对本结论有意义，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计核涉嫌走私的货

物、物品偷逃税款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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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证据材料 

 

有关李小可到案及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证据 

 

 

【注：以下资料中，以图片形式呈现的诉讼文书中被涂抹掉的

犯罪嫌疑人姓名分别为李小可、沈某洪；当事公司名称为文汇进出

口有限公司；被涂抹掉的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名称分别为金州海关

缉私局和金州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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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2013年 12 月 7日下午 15时许，犯罪嫌疑人李小可经口头传

唤，主动到金州海关缉私局说明情况。 

 

金州海关缉私局侦查处 

【注：有盖章】 

2013年 12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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