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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回应“美在台协会”台北
办事处新址落成：

已向美方
提出严正交涉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针对“美
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举行新址落成
仪式，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2日表示，中
方对有关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并已向
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6月12日，“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举
行新址落成仪式。美国务院负责教育
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伊斯等出
席。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对有关报道表示严重关切，
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耿爽说。
他说，美方以任何借口派官员赴台活
动，都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干涉中国内政，给
中美关系造成消极影响。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在台湾问题
上向中方所作承诺，纠正错误做法，以
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耿
爽说。

5月18日，在长沙打工的
刘国青回到达州市宣汉下八
镇老家看望父母。她一回到家
中，就有好心村民提醒，让她
记得到派出所查看一下自己
的户籍信息。

刘国青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当时她突然反应过来，这位
好心村民曾在去年八九月份时
给自己打电话告知，“听说你的
户口被下了”。也正是去年十月

份左右，刘国青想办一张银行
卡，但在长沙一家银行开卡时，
被银行工作人员告知“身份证
没有反应”。

一开始她并没有在意，直
到这次回老家。5月20日，刘国
青去辖区南坝派出所，咨询自
己的户籍信息，结果让她惊讶
不已。她被正式告知，自己已经

“死亡”。
刘国青感到完全不可思

议，“我明明人还在，为什么说
已经死亡了”。

在由南坝派出所出具的一
份资料中，一份死亡申请上，她
竟然还看到有自己的丈夫余宁
国和父亲刘尚明的名字。

刘国青说：“当时民警问‘死
亡’的是不是我本人，我说是”。
随后，刘国青还询问了如何可以
恢复户籍信息，被派出所告知需
要身份信息相关资料。

自贡警方破获特大网络传销案

涉案金额达四千多万
全国64万人中招

记者日前从自贡市警方获悉，在
四川警方开展“夏安”专项行动中，自
贡市自流井区警方历时3个多月，打掉
一个以“电子商务”为名的特大网络传
销团伙，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达4000多
万元。

今年1月11日，自贡市公安局自流
井分局经侦大队接到工商部门报案，
称有家叫“自贡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的企业涉嫌违法传销，希望与公安机
关联手，共同打击。

警方侦查发现，该公司通过线上
线下大肆宣传“消费获积分返利”，引
诱商家和消费者入会，收取每个商家
580元、每个会员30元的入会费。公司
还要求新入会会员必须发展3名新会
员，被发展的新会员每人再发展3名新
会员，以此类推，以会员发展成员的数
量多少作为计酬返利依据，在组织构
架上形成了“金字塔”式逐层发展团队
成员的层级关系。

截至破案，这座“电子商务”传销
“金字塔”会员层级已高达118层。参与
人员涉及湖北、河南、北京、山东、广
东、福建和四川等7个省20多个地市，
会员达64万余人。

3月26日上午，自流井区公安分局
派出由经侦、刑侦、网监、巡控、派出所
等80多名警力组成的抓捕队，赶赴位
于自流井区工业开发区内的电脑城。
在位于电脑城四楼的“自贡某电子商
务股份有限公司”内，警方将13名公司
高管及骨干人员“一锅端”。

自贡市公安局自流井分局局长林
兵表示，近年来，在公安机关重拳打击
下，不少传销窝点被摧毁，但部分传销
人员为躲避打击，借助互联网，从线下
走到线上，换上“电商马甲”，继续从事
传销活动，该起网络传销案即是典型
——表面上是“电子商务”，但没实际
发生交易，单纯靠拉人头、发展下线获
利，构成了典型的新型网络传销犯罪。
同时，又与互联网、电商等新兴概念沾
边，群众一时难以分辨真伪。

专家：
网络传销具5大特征
是传统传销互联网升级版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总
裁汤继强指出，网络传销是传统传销
的互联网升级版，具有更大规模、更大
范围、更易传播、更难监管、更加虚拟
五大特征。

警方提醒，对需要交纳“入门费”
“拉人头”“团队计酬”的投资项目要格
外谨慎。“入门费”通常表现为需要认
购商品、缴纳费用，或发展他人加入取
得入会资格；“拉人头”表现为需要发
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并按照一定
的规律形成上下层级关系；“团队计
酬”则为需要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
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报酬。此外，防
范传销还要警惕熟人“杀熟”，暴富诱
惑往往不可靠。 据新华社

11日晚间，内江城区五星路，一辆保时捷越野车与一辆三轮车
相撞，致使三轮车上两人被撞进路旁一辆白色小轿车车底。尽管有
不少群众积极抬车救人，但不幸的是，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1人经
抢救无效死亡。据内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通报，肇事后弃车逃逸的
违法犯罪嫌疑人已在15小时后到案，目前已被刑事拘留。

事发达州宣汉 通过相关证明，女子已恢复户籍

离奇的“死亡申请”
打工多年回家

女子“被死亡”销户

在外打工多年回家后，刘
国青发现自己的户口被注销
了。注销户口派出所出示的一
份“死亡申请”资料显示，自己
在“2015年因病死亡”，申请
人为自己的丈夫和父亲。

自己明明活着，且一直
在与家人联系，为何会发生
这种事情？刘国青的父亲更
称，自己不可能注销女儿的
户口，但“女婿用过自己的
章，干什么不知道”。刘国青
怀疑，丈夫注销自己的户口
是为了再婚。

事发地社区主任文道均
表示，刘国青的“死亡申请”确
实是自己签字盖章，自己这两
年才当选社区主任，且刘国青
一直在外打工多年没回家，所
以并不太清楚刘国青的具体
情况。此次“死亡”申请事件，
告诫自己需要谨慎处理盖章
事宜。

6月 12日，成都商报记
者从达州宣汉南坝派出所获
悉，通过相关证明，刘国青已
恢复了户籍。而她的丈夫，怎
么也联系不上……

成都商报记者 张扬 摄影报道

■因感情
不和，夫妻多年
来在不同地方
打工 她怀疑丈
夫注销自己户
口是为再婚

■“死亡申
请”资料显示，
她在“2015年因
病死亡”，申请
人为自己的丈
夫和父亲

■父亲：自
己不可能注销
女 儿 户 口 ，但
“女婿用过自己
的章，干什么不
知道”

在达州地方电视台的报道中，宣汉县
南坝派出所工作人员介绍，死亡销户有三
种情况：一种是由医院出具死亡证明；二是
殡仪馆出具的火化证明；第三种是农村户
口土葬凭自家申请然后村上盖章。申请人
正是用第三种方式将刘国青的户口注销。

6月11日、12日，成都商报记者按照
申请书中的地址，来到事发地宣汉县温
黄社区（温黄社区由此前的黄龙村几个
组构成）。记者联系到温黄社区主任文
道均，他介绍，刘国青的“死亡申请”确
实是自己签字盖章，申请是社区党支部
副书记余永健写的，在申请上有“死者”
丈夫和父亲的名字和章印。余永健承
认，“死亡申请”确实出自自己之手，但
自己只是代笔，并不知道实际情况。

文道均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是
这两年才当选社区主任的，且刘国青一
直在外打工多年没回家，所以并不太清
楚刘国青的具体情况，自己也“太信任
下面的工作人员了”。文道均介绍，在刘
国青身上出现的“死亡”申请事件，告诫
自己需要再次谨慎处理。

值得高兴的是，6月12日，成都商报
记者从南坝派出所获悉，通过相关证明，
刘国青已恢复了户籍，列为单独户主。

不过，重新上户之后，刘国青又担
心自己和余宁国的婚姻关系。如果丈夫
真的是为再婚，注销了自己的户口，自
己虽然恢复户口了，那么婚姻关系还存
在吗？事实上，刘国青坦承自己和丈夫
已没有什么感情，如果正常协议离婚，
或者诉讼离婚，自己也都会同意，何必
要到申请死亡注销这一步呢？

对于刘国青想恢复婚姻关系一事，
文道均表示，已经请示下八镇相关领
导。因为目前无法联系上余宁国，无法
核实相关信息，刘国青可以在所在地工
作人员调查核实后，自己签字盖章，然
后去民政局查询。

余宁国为何称妻子已病
逝？成都商报记者按照刘国青
弟弟提供的手机号码多次试图
联系余宁国，但是一直提示号
码为空号。刘家人也联系不上
余宁国。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余
宁国和刘国青1995年登记结
婚，两人育有两个儿子，都已成
年在外面打工。2006年左右，两

人因感情不和，且各自在不同
地方打工，遂断了联系，但刘国
青称双方一直没有离婚。

余宁国为何要注销妻子的
户口？刘国青听村民说，可能是
因为对方想再次结婚。刘国青
表示，自己的户口注销后，余宁
国已与另外一位邻村女子结
婚。成都商报记者走访余宁国
所居住的黄龙村5组，其居住地

的多位邻居向成都商报记者证
实，余宁国已与一名女子在一
起，两人都是二婚。

6月12日，成都商报记者
与刘国青一起，前往宣汉县
民政局，希望查询余宁国的
婚姻状况，但民政局一名工
作表示，刘国青只能查询自
己的婚姻状况信息，无法查
询余宁国的。

5月20日晚上，刘国青将自
己“死亡”的事情讲给父亲刘尚
明听。刘尚明大吃一惊，连连说
自己没有写过什么“死亡”申
请，也没有盖过章。

刘国青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在询问父亲后，当时自己还
是怀疑是户籍信息弄错了。5月
23日，刘国青再次来到宣汉县
公安局，再一次查看自己的身
份信息。同样的，她再次被告知

“死亡”。
为了搞清楚“被死亡”的真

相。5月24日，刘国青和68岁的
父亲一同前往南坝派出所查看

“死亡”申请。据刘国青说，父亲

看过之后，再次称自己并没有
写过“死亡”申请，也没有盖过
章。刘国青感到气愤，自己和父
亲看到的“死亡申请”，有村委
会和派出所的印章，申请人为
余宁国（刘国青丈夫）、刘尚明
（刘国青父亲）。申请称，“刘国
青在2015年12月18日因病死
亡，现前往南坝派出所户口管
理部门把刘国青的户口，给予
死亡注销为盼”。申请时间为
2017年2月13日。

刘国青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这份申请完全不合理。申请
中说自己是“因病死亡”，但自
己2015年明明在世，还回过一

次老家；说自己父亲在上面签
字盖章，刘国青也觉得不可思
议，自己虽在外打工，但一直经
常和自己的父母、弟弟保持联
系，父亲“完全不可能”说自己
的女儿身亡啊。

申请书上为什么有刘尚
明的名字以及印章？刘尚明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2017年年
初，女婿余宁国找过自己要过
私章，“余宁国说要我私章用
两天就还”，而且几天后确实
还了私章。具体余宁国拿着私
章做什么，刘尚明表示并不清
楚，他称之后自己和女婿也再
没有联系。

打工回家，发现自己“被死亡”

“死亡”申请人，竟是自己丈夫？二 奇

丈夫为何称妻子病逝？疑是为再婚

追问
谁盖的章？
社区主任：
“死亡申请”系自己签字盖章
“太信任下面的工作人员了”

保时捷撞倒三轮 司机逃逸
市民合力抬车救人
事故造成1死2伤 内江警方：嫌疑人已被刑拘

12日凌晨，内江市交警支队
发布通报称，11日21时10分左
右，一辆牌照为川KJH212的保
时捷越野车由东兴区北环路经
五星路往汉安大道方向行驶，行
驶至五星路时，与同方向行驶的
一辆电动三轮车相撞。事故造成
三轮车驾驶人及三轮车上乘客
共3人受伤，其中1名乘客送医院
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肇事人
弃车逃离现场。公安机关正组织
交警、刑侦等精干力量全力以赴
开展案件侦办工作。

12日16时59分，内江市交警
支队再次发出通报称，经过专案
组民警连续15小时艰苦细致的

工作，犯罪嫌疑人文某已于当日
12时20分（男，43岁，内江市市中
区人）到案。经审讯，文某对驾车
肇事后弃车逃逸的违法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目前，文某已被公
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驾车肇事后弃车逃逸 嫌疑人已被刑拘

现场视频显示，事发当晚正
是雨夜，事发后，附近不少市民
纷纷参与抬车救人。据周边群众
介绍，事发当晚，一名男子驾驶
的电动三轮车被后方驶来的一
辆保时捷越野车撞倒，三轮车上
的母女俩被撞进路旁一辆白色
小轿车车底。事发后，附近不少
市民赶来，合力将车抬起，终将

母女俩救出。随后，3人被送往内
江市中医院。

此外，成都商报记者还从内
江市中医院及附近群众处了解
到，受伤的是一家三口，夫妻俩在
附近一小区的商铺卖鱼，女儿放
学后也经常去帮忙。在送往医院
后，女孩的母亲经抢救无效死亡，
女孩及父亲因骨折住院治疗。

母女被撞进轿车车底 市民合力抬车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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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申请”资料显示：她“因病死亡”，申请人是她的丈夫和父亲

内江市民合力抬车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