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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洁 赵 云

去年年底，一部泰国电影“天才枪手”在国内热映，女主角通过密码暗号、跨国时差等方式完成了一场又一场的考试作弊，看

得人紧张刺激的同时，又不得不感慨这些作弊手法真是费尽心思。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动这样歪脑筋的人还真不少。

浙江省温岭市就有这么一个“枪手”家族：有人负责招揽生意，有人专门安装考试作弊设备、播报答案，有人负责疏通关系。然

而，他们所走的必定是一条通向覆灭之路……

1 作弊的驾校学员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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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牵线的教练和“黄牛”

3 场外报答案的大舅子

5 “枪手”家族七人落网

温岭人老周，40 多岁了，只有小学
文化。考驾照、开车这事老周想了很久。
但苦于文化程度不高，对理论考试没信
心，因此一直搁着。

2016年，某驾校的一个教练告诉老
周，可以介绍一个帮忙考试作弊的人给
他，保证能拿到驾驶证。老周听后，心痒
了。

老周说，对方报价 1.9万余元，而正
常的驾考培训费只要 4800 元。尽管贵，
但老周咬咬牙，分3次将钱交了。

科目一考试前，老周在考场外见到
了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在老周身上装了
作弊的工具：耳朵里塞了无线耳机，外衣
第二个纽扣处装了针孔摄像头，腰间绑
了四四方方的信号发射器。

男子嘱咐老周，考试时，将摄像头对
准题目，他会通过耳机将答案报过来。

考试时，老周照做。就这样，他顺利

通过了考试。
由于紧张和不安，老周进入考场时，

难掩异常的表现。
去年 3月 10日下午，他在温岭市客

运中心二楼的交警大队考试中心参加安
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俗称科目四）的考
试。进考场前，这名男子又在老周身上装
了隐形摄像头、无线接收器、隐形耳机等
作弊工具。

因为他心里有鬼，这次，老周就没那
么走运了。

巡考人员很快发现了老周的异常，
并在他身上找到了疑似作弊工具。巡查
人员报警，老周被传唤至城东派出所。

“没想到一开考就被发现了。”老周交代
了作弊事实。

一石激起千层浪。老周在里面作弊，
势必有人在外面和他配合。老周的案发，
牵出了背后一个庞大的作弊团伙。

老朱，今年 52 岁，也是小学文化。
2015 年年底，通过朋友介绍，跟着温岭
松门一家驾校的女教练连某学车。

第一次考科目一时，老朱才考了
30 多分。老朱觉得，理论考试实在是
太难了。于是，他问连某，有没有作弊
的方法。

当时，他俩身边另一个学员听说了
此事，就告诉连某有一个外省的，大概
30 多岁的男的，就是通过考试作弊通
过的。

连某通过努力要到了“黄牛”伍某
的电话号码。

伍某平时并没有正当职业，他在网
上发布驾考信息或是通过教练等方式联
系考生，通过电话谈作弊价钱，每人是
5000 元至 6000 元不等，而且是提前付
款，交钱之后就保证驾驶证考试的理论
考试一次性通过，甚至吹嘘可以直接拿
驾照。

电话里，她问伍某理论考试通不过
怎么办？伍某说有办法通过考试，只要
连某把学员的考试时间确定下来后，把
学员带过去交给他就可以了。

双方还约定了科目一理论考试的价
格为 5500 元。学员通过考试后，连某
还可以得到500元的介绍费。他们还互

加了微信。
连某告诉老朱，她有认识帮助考试

作弊的人，但对方要收 5500 元。老朱
想了想，同意了。

第二次科目一考试前几天，连某给
老朱一个银行账户，老朱往里打了
5500元钱。

伍某已联系好上家，由上家在考场
外发射信号，他负责发放作弊工具，这
样所收的钱和上家五五分成。

考试当天，连某安排老朱和一个外
地男子在考场附近见面，这个外地男子
给老朱穿了一件衣服，还在老朱的右耳
里塞了一个无线耳机。

这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衣服领子
上有一个针孔摄像头，衣服里面有几个
盒子形状的机器。外地男子告诉老朱，
考试时将针孔摄像头对着考试题目，无
线耳机里会传来答案。

靠着这种方式，老朱顺利通过了科
目一考试。之后，伍某通过微信给连某
转了500元的介绍费。

接下来，连某一发不可收拾，不仅
介绍自己的学员，还把其他教练的学员
介绍给伍某，每次都能收取约300元至
500元的好处费，合计获利约3000元左
右。而伍某也获利2.6万多元。

在该系列案中，石某和王某负责
给作弊的学员报答案。提及为何要帮
人作弊，王某称是一时动了歪念，石某
则称是出于亲情。

王某成是王某的哥哥，初中文化，
看起来比较圆滑。2015 年下半年，王

某成从广东来到浙江台州，也打算开驾考
理论培训班。

经石某介绍，王某成认识了温岭的一
个“黄牛”伍某。接着，王某成和伍某一起
做起了考试作弊的事情。

伍某的下线，有很多教练和“黄牛”，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特别
对于开车族来说，掌握交通常
识、遵守交通规则非常重要。

取得驾照前，之所以要经过
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和科目
四的考试，是因为驾驶员除了要
掌握开车的技能，也要掌握交通
规则和交通常识。

而通过作弊的方式通过考
试，驾驶员并不具备开车的条
件，这无疑给交通安全埋下了隐
患。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更是对他人的不负责。

考试作弊体现的不仅仅是道
德问题，更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
为。

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作
弊入刑的内容：在法律规定的国
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这不仅规定考试作弊行为本
身要受到刑罚处罚，还将组织作
弊、帮助作弊的行为入刑，这意

味着只要为作弊者提供帮助，都
将构成犯罪，并且惩罚力度明显
提升。

此案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
种变化。2009 年，石某帮助他
人在驾驶理论考试中作弊，被警
方行政拘留十日；但这次，石某
虽“退居幕后”，最终被判刑，
还是难逃法律的制裁。

石某等人为学员的作弊提供
帮助，为“马路杀手”的出场推
波助澜，这种以营利为目的的行
为，必须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此案中，还有很多教练员，
为了让学员通过不法途径取得驾
照，并赚取一定的介绍费，不惜
将学员介绍给这些组织作弊者。
这样的教练员，也应该受到谴
责。对于这些教练员，主管部门
也应该对其进行处罚，进而肃清
教练员队伍。

广大学员一定要严守道德底
线、遵纪守法。考试时，一定要
凭自己的真实实力，实力不够
时，宁愿晚些开车上路，也不要
危险开车上路。

2015 年 11 月 1 日，刑法修正案
（九）正式实施，考试作弊被首次纳入
刑法。也就是说，王某等人的行为已经
涉嫌犯罪。

2017 年 4 月 25 日，王某成、石某
在龙游被抓，王某在椒江被抓，连某在
温岭乐购超市前被抓获，石某斌和邝
某也在仙居落网，

其实，早在 2009年 9月 2日，石某
就因使用无线电设备帮助他人在驾驶
理论考试中作弊，被温州警方行政拘
留 10 日。而据其他同案犯所述，石某
对考试作弊也并不陌生。

石某斌说，他想帮人考试作弊，不
知道怎么弄，就去问石某。石某就告诉
他，需要买哪些东西。

“黄牛”伍某说，2012年或者 2013
年时，他在椒江南岸开培训班，就知道
石某是“理论包过”，以作弊的方式通

过汽车驾驶证理论考试。大概是 2013
年，他介绍学员给石某。2015年 9月，
他在新闻上看到组织考试作弊将要入
刑了。他跟石某说起这事，石某说自己
不会出面做了，会派人过来温岭做。后
来，伍某才知道，这人就是王某成。

温岭法院经审理后认为，7 人在
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其
行为均已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系共
同犯罪；石某明知王某成是犯罪的人
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帮助其逃匿，其
行为已构成窝藏罪。在共同犯罪中，王
某成、石某系主犯，王某、连某、石某斌
和邝某系从犯。

最终，王某成被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四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石某被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5
万元；其余 5 人分别被判处缓刑至有
期徒刑七个月不等。4 安装作弊设备的堂弟

石某 1983 年出生，陕西省汉阴县
人。他是该系列作弊案中的关键人物之
一。

资料显示，石某只有初中文化，但他
给人的感觉文质彬彬，看起来像个教师。
石某说，他曾在老家的职业技术学校学
过金融，也当过上班族。

2007年10月，石某见驾驶证理论培
训市场较大，就到椒江的机场路开了一
家驾驶证理论培训班。当时，台州市驾驶
证理论考试中心就在机场路上。

第二年年初，石某的妻子王某也过
来帮忙。王某只有小学文化，之前是做美
容的。王某说，为了能给别人培训，她在
短短一个月间，学习理论考的相关知识。
主要是靠做题目，找规律，很多字不认识
时，就靠死记硬背。

培训学员的事，对夫妻俩来说，并不
复杂。王某称，有的学员不会操作电脑，
他们简单教一下；有的学员题目不会做，
他们教一些方法。期间，王某也帮王某成
报答案7次，并收了王某成2000元。

那时，夫妻俩对外收费是 200 元/
人，如果是“黄牛”或者教练介绍过来，给
对方 50 元/人的好处费。每天过来学习
培训的学员有好几批，一年收入也有上
百万元。

2009 年 5 月，理论考试中心搬到了
章安街道。夫妻俩又在章安街道开了培

训班。王某说，那边的竞争大，店铺租金
也高，不过一年的收入也有六七十万元。

凭着开培训班的收入，夫妻俩在椒
江全款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

王某的妹妹和妹夫，在周边县市帮
人考试作弊，也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案发后，石某得知王某成被警方通
缉，联系其在舟山、龙游的朋友为王某成
提供住处，帮助逃避公安机关打击。

庭审中，石某对窝藏王某成的事实
供认不讳。

“你说你陪王某成去龙游避避风头，
还有无其他目的？”审判长问。

“我认为王某成是我的妻舅，我老婆
也在王某成考试作弊中帮助了一下，我
认为帮助王某成就是帮助了我们整个家
族。”石某回答道。

“在交代窝藏罪的时候，你心理上有
什么想法？”

“就算我不交代，王某成也会说的。”
石某斌是石某的堂弟，比石某小 7

岁，大专文化。
2015 年，石某斌来到仙居，也办起

了驾考理论培训班。不过，生意一直不太
好。后来，石某斌也参与到帮人考试作弊
的“生意”中来。

石某斌说，他做了100张名片，到
各驾校的场地发，专门发给年龄大点的
学员。名片上写着：专业理论培训指

导，不论文化程度高低，包通过。名
片上写得隐晦，但碰到感兴趣的学
员，石某斌会说明“培训方法”。同
时，石某斌在网上购买了作弊工具。

有学员报名，双方谈好价格后，
石某斌让对方在考前一天联系他。学
员考试前，石某斌就在考试中心对面
的宾馆开个房间，并让学员在考前半
小时到宾馆，帮其装上作弊工具。

在宾馆里的笔记本电脑上，石某
斌看到学员的题目，将答案报给他
们。遇到不会做的题目，他就打电话

给石某或王某请教。
单枪匹马不好干，石某斌还把在

杭州的女朋友邝某叫过来一起帮忙。
后经查明，2015年11月至去年4

月，石某斌等人共在仙居、缙云、磐
安、黄岩等地组织考试作弊，帮助他
人考试作弊 11 起。考试成功后，每
个学员支付给石某斌 2500 元至 3500
元的作弊费用，石某斌共获利2.14万
元。王某和石某帮助石某斌在作弊过
程中报答案 3 次，王某收了石某斌
2000元。

他们负责联系学员和接送学员到考场附
近。王某成则在考场外面，在作弊学员身
上装上设备，并在考试过程中报题目答
案给他们。

学员进考场后，胸口的针孔摄像头
拍摄考试题目后，身上的信号发射器将
题目发往监控软件，王某成看到软件上
的题目后，再用特定的手机报答案给学
员。这部手机，连着学员耳朵里的耳机。

作弊时，王某成的车子就停在考场外
面，他在车子里报答案。有时，他也让妹妹
王某帮忙报答案。

考试成功后，每名学员支付约 4000
元至 6000元的作弊费用。其中，王某成从
中赚取1600元至1800元。

后经查明，王某成等人利用这种方
式，在温岭、路桥、椒江等地组织考试作弊
34起。王某成获利4.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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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安徽亚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安徽亚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将另行通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徽县支行的申请，于2018
年4月16日裁定受理徽县四季春水果蔬菜恒温库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甘肃成州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徽县四季春水果蔬菜恒温
库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登记债权，登记
地点为：甘肃成州律师事务所（成县财富大厦13楼）；联系电话：
0939-3223886；邮编：742500；申报债权时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定于
2018年8月28日上午9时在甘肃成州律师事务所（成县财富大厦13
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债权的相关原始凭证等证明材
料，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及债权的相
关原始凭证等证明材料。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甘肃]徽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保定无线电实验厂的申请于2018年5月31日
裁定受理保定无线电实验厂破产清算一案，并已指定保定无线电实
验厂清算组为破产管理人。保定无线电实验厂的债权人应 在2018
年10月6日前向保定无线电实验厂破产管理人（通讯地址：河北省保
定市竞秀区瑞祥大街354号保定无线电实验厂院内；邮编：071051；
联系人：董书红；联系电话：0312-3065359、15028275215）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保定无线电实验厂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10月2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的，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委托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河北]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保定水泥制品厂的申请于2018年5月31日裁
定受理保定水泥制品厂破产清算一案，并已指定保定水泥制品厂清
算组为破产管理人。保定水泥制品厂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0月6日
前向保定水泥制品厂破产管理人（通讯地址：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
康庄路615号保定水泥制品厂院内；邮编：071051；联系人：崔静；联
系电话：0312-3116763、18630275507）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保定水泥制品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0
月2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的，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委托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河北]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保定水泵厂的申请于2018年5月31日裁定受理
保定水泵厂破产清算一案，并已指定保定水泵厂清算组为破产管理
人。保定水泵厂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0月6日前向保定水泵厂破产管
理人（通讯地址：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富昌路172号保定水泵厂院内；
邮 编 ：071051；联 系 人 ：郭 振 红 ；联 系 电 话 ：0312- 5908920、
15931801385）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保定水泵厂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
于2018年10月22日下午2时30分在本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的，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委托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河北]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沈阳市第一食品厂的申请于2018年6月29日裁定受理
沈阳市第一食品厂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清算组为沈阳市第一食
品厂管理人。沈阳市第一食品厂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9月20日前，向
沈阳市第一食品厂的清算组（通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
街392号皇朝万鑫A座42层，邮政编码：110003，联系人：王喜毓、高世
洪，联系电话：024-82705555、18809840630、13332403967）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有关证
明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
报，在公司尚未分配的财产中依法清偿，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驶权利。沈阳市第一食品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沈阳市第
一食品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26日下午
13时30分在沈阳市和平区企业管理局（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天
津南街147甲7号）四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2017年 11月 9日，本院根据宁波市北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小港街道信用社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腾森金属制造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腾森金属制造有限公司已被管理人
确认的债务金额为18970770.60元，目前该公司名下无可用于清
偿破产费用和债务的资产，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状态，符合法定破
产条件。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于2018年7月2日裁定宣告宁波腾森金属制
造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7年10月11日，本院根据宁波宝旗精工机械有限公司的申请，
裁定受理宁波万挺机械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万挺
机械工贸有限公司已被管理人确认的债务金额为316822.33元，目前
该公司名下无可用于清偿破产费用和债务的资产，处于严重资不抵债
状态，符合法定破产条件。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于2018年7月2日裁定宣告宁波万挺机
械工贸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28日，本院根据宁波市北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霞浦信用社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市北仑博得电器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市北仑博得电器有限公司已被管理人
确认的债务金额为 8579457.52元，目前该公司名下无可用于清
偿破产费用和债务的资产，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状态，符合法定破
产条件。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于2018年7月2日裁定宣告宁波市北仑博得
电器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24日，本院根据宁波市北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春
晓信用社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千耀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
明，宁波千耀机械有限公司已被管理人确认的债务金额为1795400
元，目前该公司名下无可用于清偿破产费用和债务的资产，处于严重
资不抵债状态，符合法定破产条件。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于2018年7月2日裁定宣告
宁波千耀机械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13日，本院根据宁波市北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春晓信用社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华钢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华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已被管
理人确认的债务金额为 2295432.17元，名下无可用于清偿破产
费用和债务的资产，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状态，符合法定破产条
件。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
零七条之规定，于2018年7月2日裁定宣告宁波华钢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破产。 [浙江]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24日，本院根据宁波市北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大碶信用社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柯力不锈钢制品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柯力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已
被管理人确认的债务金额为42249917.12元，目前该公司名下无
可用于清偿破产费用和债务的资产，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状态，符
合法定破产条件。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于2018年7月 2日裁定宣告宁波
柯力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浙江]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凯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机关于2018年1月28
日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绥规罚字第（010）号]，对
你做出没收违法建筑的行政处罚，你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和五十四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催告，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下此决定，如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依法没收的强制
执行。你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在收到本催告
书次日起3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
述和申辩的权利。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催告通知书，公告期为60
日内，公告期满视为自动送达。地址：绥芬河市长江路11号；联系
电话：0453-5887701。 绥芬河市城乡规划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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