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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禁毒委公布一宗犯罪财富调查、打击毒品犯罪经典案例

卖制毒原料 她判无期并罚没3000万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刘向明 张毅涛 陈玉敏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在广州化工城开店铺，明知买家是制毒人员仍然非法出售制毒物品，这个团伙最终获刑，其中主犯毛某英因犯制造毒品罪被判处

无期徒刑，并被没收包含多套房产、价值共约 3000 万元的个人全部财产。 这是全国成功开展犯罪财富调查、打击毒品犯罪的经典案

例，广州在涉毒犯罪财富调查工作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昨日，广州市禁毒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毛某英涉毒犯罪案件的侦查、公

诉、判决情况，并介绍了广州市 2018年禁毒工作基本情况。

财富调查揪出易制毒化学品销售

据了解，2016年10月至12月，广州、

梅州、江门警方破获“徐某某等人制造

毒品案”“留某制造毒品案”和“刘某辉

等人制造毒品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20名，缴获各类毒品约230公斤、半成

品298公斤。

办案民警介绍， 该系列制造毒品

案件侦破后，广州警方根据“逢制毒案

件必查化学品来源” 的原则深入追查

制毒物品来源。 随后，警方辗转多地展

开调查，发现三案制毒原料、设备来源

线索均指向以毛某英为首的团伙。 经

侦查，专案组发现，该团伙以经营正规

化工用品销售企业为掩饰， 内部分工

明确，作案手段狡猾。 根据财富调查工

作制度， 专案组分成了犯罪财富调查

小组和外围取证小组同时开展工作。

经犯罪财富调查查明， 毛某英大量财

产来源不明。“她的店铺处于不赚钱或

亏本状态， 个人资产明显超出合法合

理水平。 ”民警说。

警方根据调查线索，最终获取了毛

某英等人在明知他人制造毒品的情况

下， 仍然出售用于制毒物品的原料、配

剂的重要证据。 2017年10月21日，专案

组将毛某英及其团伙成员抓捕归案，并

以制造毒品罪依法对其进行逮捕。

行动当日，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毛

某英、林某阳、隆某峰等4人，查获非法

经营的三氯甲烷、乙醚、硫酸等二、三

类易制毒化学品共187公斤，硝酸等易

制爆化学品14公斤， 查封涉案化工仪

器店2间，化学品存放点8处，冻结涉案

资金264万元。

市中院一审判决：毛某英

（女 ，

52

岁，湖北省武汉市人）

因犯制造毒品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含各类现金

存款、 股票、 不动产折算共计约

3000

万元人民币）

。 林某阳

（男，

47

岁，广东

省阳江市人）

、隆某峰

（女，

49

岁 ，广州

市人）

，因犯制造毒品罪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五年和三年；黄某庆

（男，

48

岁，

江苏省盐城市人）

因犯非法买卖制毒

物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市中院刑一庭副庭长伦铭健介

绍，法院在庭审中首次质证，丰富财富

调查证据属性。 据了解，其中引人关注

的是毛某英贩卖羟亚胺获利 50 万元

购买黄埔区一套房屋并登记在其女儿

名下。 庭审过程中， 毛某英的女儿辩

称， 登记在她名下的一套房产是自己

出资的， 广州中院首次当庭对涉毒财

产来源进行质证， 判断其来源合法性

问题。 经过法庭质证和分析毛某英及

其女儿银行资金流向， 法院对毛某英

女儿提出有出资 92 万元资金的意见

并无相关的证据支持而没有采纳，而

是以毛某英银行资金流向的证据，认

定是被告人毛某英的夫妻共同财产，

而非其女儿的个人财产，“因她女儿还

在上学，并无工作”。

据悉， 该案为全国涉毒犯罪财富

调查全链条打击毒品违法犯罪的经典

案例， 也是全国第一宗当庭质证涉毒

财产来源的案例。

市禁毒委副主任、 禁毒办常务副

主任、市公安局副局长谢哲元表示，广

州将犯罪财富调查、跟踪、处置贯穿刑

事诉讼活动全过程， 公安机关及时查

封冻结涉案财产， 为案件判决提供了

充分的证据支撑， 成功探索出一套以

涉毒犯罪财富调查为主线的打击毒品

犯罪工作新模式，实现了“行政处罚到

刑事打击”“个案侦查到类案打击”“打

小型商铺到整治大型企业” 的重大转

变。

市检察院公诉一处副处长黎杰翠

称，在被告人毛某英等 4 人案件中，公

安机关在立案侦查之初就成立了专门

的财富卷， 对被告人的财富证据材料

专卷调查， 公诉机关对财富卷进行专

门审查。 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

对于如何有效全面调查被告人的财富

情况， 厘清被告人非法所得、 合法财

产、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检察机

关和侦查机关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对

财产证据的调取进行有效的侦查指

引。

在审判阶段， 检察机关还建议法

院两次开庭审理， 一次审理被告人的

犯罪行为， 另一次审理被告人的财产

情况。 两次庭审不仅让公诉机关充分

有效地展示证据材料进行指控， 同时

让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能充分辩

解， 对自己的财产情况也能充分发表

辩解意见， 通过有效庭审厘清其非法

所得、合法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

财产， 为依法没收其财产奠下良好基

础。

没参与制毒为何构成制造毒品罪？

据了解， 多名被告人辩解称只是

将易制毒物品卖给其他人， 最多是行

政违法，不构成犯罪，更不可能构成制

造毒品罪， 因为他们都没有参与制造

毒品的行为。

对此，黎杰翠介绍，我国刑法第350

条规定，违反国家的相关规定，将制毒

物品贩卖给他人的行为构成非法买卖

制毒物品罪。如果在明知他人制造毒品

而进行生产、买卖、运输的，则转化为制

造毒品罪的重罪名。毛某英不仅在没有

行政许可的情况下贩卖制毒物品，在一

些制毒化学品不容易获得的情况下还

为制毒分子多方寻找货源，不仅构成了

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更是构成了制造

毒品罪。毛某英店铺打工的其他两名被

告人，清楚认知什么化学品是国家禁止

的制毒物品，在应该知道毛某英贩卖制

毒物品给他人制造毒品的情况下，还帮

助毛某英进行销售，这种行为也构成了

制造毒品罪。

黎杰翠表示， 制造毒品罪不一定

以犯罪人员亲自参与毒品的制造过程

才构成此罪， 参与制造毒品罪的上游

行为，如非法买卖、生产、运输制毒物

品罪，也可能构成制造毒品罪。

全力净化易制毒化学品销售市场

据介绍， 广州市禁毒部门联合政

府有关职能部门， 开展了易制毒化学

品行业专项治理工作， 组建专业打击

队伍，以黄村街为试点，探索“打、防、

管、控、建”并举的易制毒化学品管控

工作模式，提升管控能力和水平，广州

市易制毒化学品市场明显改善。 2018

年，全市共排查 8925 家/次化工企业；

组织 30 期制毒防范培训班 ， 覆盖

2380 名管理工作人员和化工从业人

员；对 820 家空挂等企业、763 家无证

企业进行清理。

据了解， 广州化工城位于天河区

黄村街辖内圃兴路。 据黄村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何旭权介绍，广

州化工城有经营企业 482 家， 其中经

营易制毒化学品企业 47 家。 今年以

来，共清理化工企业 278 家

（其中包括

易制毒化学品经营企业

14

家）

， 处理

空挂企业 669 家、僵尸企业 601 家；转

型升级物业 3 处； 查处利用出租屋非

法储存疑似危险化学品 2 宗， 非法运

输危险化学品 2 宗， 储存疑似酒精仓

库 1 处，查获危险化学品一批；行政处

罚化工企业案件 23 宗；破获涉黄村地

区易制毒化学品并延伸打击刑事案件

共 5 宗，刑拘 14 人，逮捕 8 人，缴获各

类易制毒化学品 16 吨。

相关链接

破案

出资给女儿买的房屋也要被没收

庭审

全国首宗当庭质证涉毒财产来源

意义

焦点问题

▲

昨日发布会现场，警方展示缴获的涉案物品。

荩

易制毒化学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