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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胡静

  为了开展“副业”创收，买入POS机

为上百人套现2000余万元。近日，浙江省

永嘉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起集资诈

骗案时，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在自己经

营的烟酒行内通过POS机为他人套现

的线索。

  犯罪嫌疑人胡某克、胡某燕夫妇在

永嘉县瓯北街道经营某烟酒行，2017年

初，两人在店内装置了3台POS机。经营

期间，两人在没有真实商品交易的情况

下，以虚构交易并使用POS机刷信用卡

的方式帮助他人套取现金，收取0.7%至

1%不等的手续费，其中银行扣除0.57%至

0.6%不等的手续费后，两人获取剩余手

续费部分以牟利。截至被查获时，两人

通过该方式套现金额超过2000万元，获

利金额达两万元以上。

  胡某克、胡某燕夫妇两人未经国家

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

结算业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

重。近日，经永嘉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

院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胡某克、胡

某燕有期徒刑2年2个月至2年，缓刑3年，

并处罚金4.5万元至4万元。另追缴两人

共同违法所得两万元。两人均未上诉，

目前判决已生效。

  在办理该案的过程中，永嘉县检察

院发现，利用POS机套现行为并非偶发

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套现交易游离

在正常交易秩序、法律框架之外，操作

门槛低，过程隐蔽，极易滋生妨害信用

卡管理、非法经营、洗钱、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为监督整治类案，以烟酒行这个高发行业为切入点，永嘉

县检察院检察官从市场监督部门调取了县内烟酒行登记信

息，从某商业银行调取POS机终端服务注册基本信息，再调取

相应的银行交易流水，充分运用大数据碰撞，筛选符合短时间

内资金回流特征的疑似套现数据，最后经过人工核查，移送疑

似非法经营、诈骗等违法犯罪线索。

  同时，永嘉县检察院构建了非法套现数字监督模型。目

前，通过数据碰撞比对，仅一个领域、一家银行，已发现疑似套

现线索共6件，经过人工核查，发现其中3件涉及的疑似套现数

额流水较多，甚至有两件涉及的疑似套现流水高达1000万元

以上。永嘉县检察院对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犯罪案件以线索移

交函形式移送永嘉县公安局，并督促永嘉县公安局及时查证，

依法处理，其中一条线索已查证属实并刑事立案。

跨境贩毒集团多名成员被判死刑

  本报讯 记者战海峰 近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对被告人马拉史等33人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绑架、

强奸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下半年以来，马拉也（另案处

理）在缅甸境内的勐平、老街、木姐建立贩毒窝点，先后纠集

被告人马拉史、马友格等人实施跨国贩毒，逐渐形成了以马

拉也、马拉史为首要分子的跨国贩毒犯罪集团。

  该犯罪集团以高额报酬招募“带货”人员到缅甸，以体

内藏毒的方式运输毒品海洛因；对招募到缅甸吞服毒品的

运输毒品人员，以语言威胁、派人看守、组织培训等方式进

行控制和管理；安排集团成员对运输毒品人员吞服毒品海

洛因的过程进行摄像、拍照，提供具有定位、录音功能的手

机，监控毒品运输情况；对不服从管理、无法吞服毒品、私吞

毒品的运输毒品人员进行殴打，并采取绑架方式向上述人

员及家属勒索钱财，在绑架过程中故意伤害、杀害被绑架

人，致1人死亡、1人下落不明。犯罪集团成员陈家骆、张江锋

还对女性运输毒品人员实施了强奸行为。

  在该犯罪集团的安排和指挥下，运输毒品人员偷越国

边境，进入云南省后分段乘坐交通工具，前往四川省、陕西

省、重庆市等22个省（区）市，由当地接应人员将毒品交付给

毒品买家。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公安机关先后抓获为该犯

罪集团运输毒品海洛因的运毒人员125人，查获毒品海洛因

3.7万余克，涉案毒资达1.26亿余元。

  根据各被告人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后果，

重庆五中院依法以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绑架罪判处被

告人马拉史、马友格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走私、贩

卖、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么西尔洛、马于打石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以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绑架罪、强奸罪

判处被告人杨拉批等6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以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绑架罪判处被告人邱中

波等5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走私、贩卖、运输

毒品罪、绑架罪、强奸罪分别判处王若尘等18名犯罪集团成

员有期徒刑20年至12年。同时，对各被告人分别并处没收财

产或罚金。

新疆查获十余万件假冒医美产品

  本报讯 记者潘从武 通讯员高翔 美容化妆品博览

会上，竟有人公然销售假冒医美产品。近日，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分局联合江

苏省南京市警方成功破获一起销售疑似高仿肉毒素、玻尿

酸假药案件，打掉违法犯罪团伙1个、窝点6处，抓获犯罪嫌

疑人9名。

  7月2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分

局根据线索，联合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前往2022年

第10届新疆国际美容化妆品博览会，依法查获正在销售的

疑似高仿肉毒素、玻尿酸等十余品牌共3400余支假医美产

品。警方立即根据嫌疑人岳某供述的材料商、加工窝点、网

络层级等线索，制定了“打源头、追上线、端窝点”的工作思

路和任务，同时加大对嫌疑人的审讯力度。

  由于该案涉及江苏省南京市等多地，为加强区域协作、

全链条打击制售假冒医美产品犯罪，南京警方抵达乌鲁木

齐市共同协商沟通布置警力、收网计划等相关事宜。

  7月3日晚，乌鲁木齐警方配合南京警方对剩余8名犯罪

嫌疑人展开收网行动，并成功扣押各类假肉毒素针剂11万余

支，水光针、玻尿酸等假美容产品3万余件，品牌肉毒素外包装

盒、标贴、产品说明书、瓶盖、瓶托等包材70万余件以及激光刻

录机、贴标机、压盖钳等制假工具，涉案金额1000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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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环相扣引诱老年人投资空壳养老项目
江西瑞昌警方跨省侦破一起涉养老非法集资案

  本报讯 记者马艳 通讯员唐贵斌

刘宇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公

安局钦北分局成功破获一起以入会即可

获取高额回报为由引诱老年人投资的诈

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黄某，涉案金额近

100万元。

  今年5月初，钦北警方在工作中排查

到一条涉养老诈骗线索，有群众加入某

“老人协会”群聊，群里有人诱导其进行投

资。办案民警根据这一线索，在灵山县将

犯罪嫌疑人黄某抓获。

  经审讯，黄某供述其2020年在网上认

识了邓某，邓某称有爱心人士捐资给老人

协会，年龄在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需要

交纳200元至300元入会费，就可以每月固

定领取300元生活费，每年可以返现3600

元。55岁以上老年人还可以购买多份会

员，每人限购10份，每月按购买份数返利，

买得越多返利越多。为获取非法利益，黄

某通过各种渠道将200多名老年人拉入

群，引诱上百名老年人进行投资，涉案金

额近100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已被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谎称“高额回报”骗走老年人养老钱

□ 本报记者  石 飞

□ 本报通讯员 邹昌义

  近日，云南省红河边境管理支队成功捣毁一个特大跨

国偷渡团伙，抓获涉案人员119人，打掉组织、运送团伙5个，

查处非法用工企业两家，斩断一条在云南边境地区组织、

运送非法入境外籍人员到内地从事不法活动的偷渡通道。

  2021年6月19日夜晚，在界河途经金平县金河镇白

岩脚段，4个黑影鬼鬼祟祟蹚水入境，随即溜入附近香

蕉林的工棚中。蹲守在此的民警伺机而动，将这4名等

待接应的外籍偷渡者抓获。

  “红河州边境线长，天然无屏障，辖区便道多，管控

难度大，一些蛇头就是看中了这一点，企图把边境作为

他们组织偷渡的通道。”红河边境管理支队执法调查队

民警老张一边反复观看抓捕视频，一边疑虑重重：4名

偷渡者落网，却错过了背后的接应人。

  几天后，一辆“滴滴车”进入民警视野，这辆车运营

里程多是长途，近期在红河边境一带至广东地区活动

频繁。敏锐察觉到这一可疑情况后，该支队执法调查队

立即联合红河州公安局成立专案组，连夜赶赴广东省

湛江市开展调查。湛江警方通过社区摸排为专案组提

供了一条关键线索：近期一名广东籍男子冒用他人身

份入住市区某宾馆。专案组火速出击，于当天下午在宾

馆中将毫无防备的郑某抓获。

  审讯中，郑某交代出一个关键信息——— 近期几批

偷渡人员正企图从红河州金平县与个旧市蔓耗镇交界

附近入境。

  2021年6月30日晚，金平县蛮耗大桥附近的丛林

中，平静的红河星光点点，十余名民警埋伏在丛林中，

警醒地搜寻着四周。突然，一辆汽车冲破夜色，驶上蛮

耗大桥。过了一会，又有几辆汽车紧随其后驶上大桥。

  现场蹲伏的民警察觉时机已到，果断出击将王某

等组织运送者按倒在地。随后民警打开车厢，11名外籍

偷渡者瑟缩其中，正恐惧地打量着民警。

  专案组按照延伸打击的思路，不断分析、复盘、倒

查，终于犯罪团伙成员逐步清晰，犯罪团伙金字塔形的

网络架构逐渐明朗。王某等10人主要负责从红河边境

一线组织引带外籍偷渡人员和安排境内运送驾驶员；

后续则由郑某及其同伙负责将偷渡人员从各处“安全

屋”窝藏中转，最后输送至广东等务工地点。

  在后续审讯中，多名嫌疑人提供的相关信息均直

指同一个目的地——— 广东湛江某水产公司。2021年7月

27日15时，经过前期的蹲点观察，确认时机后专案组民

警一举冲进该水产公司厂房，搜查外籍偷渡者。被控制

时，不少偷渡者面前还摆放着一盆盆待处理的活虾。一

批批嫌疑人被快速控制和带离各房间，有序地集中到

空旷区域。警方搜索完10个房间，控制住17名嫌疑人，

前后用时不到3分钟。

  专案组民警从红河谷千里奔袭至广东湛江，以雷

霆之势打击目标，组织偷渡者和非法入境人员接连落

网，彻底粉碎摧毁了偷越国（边）境犯罪链条。

  本报讯 记者章宁旦 通讯员何路清 包翠婷

近日，广东省清远英德市人民法院依法对一起非法采

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盗采

团伙成员不仅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和罚金，还被判共

同赔偿矿产资源破坏价值、生态环境损害费用、生态损

害评估费用。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2月至2021年6月，周某元、

卢某化、陈某碧等人形成团伙，分工明确，在未取得矿

产资源开采许可的情况下，持续在英德市三矿点处非

法盗采稀土矿。经查，周某元、卢某化、陈某碧等人共同

出资购买采矿所需设备和材料，安排卢某进等人负责

采矿的日常管理工作，雇请廖某臣等工人负责矿山的

打井工作，工人卢某理等人实施采矿的具体工作，并由

陈某平、陈某轩日夜轮班在进山路口望风。经评估机构

认定，该非法开采稀土矿环境污染事件生态环境损害

价值量化结果为2614万余元。

  此外，王某献、陈某保等人在未取得矿产资源开采

许可的情况下，分别在英德市另外两处矿点非法开采稀

土矿并贩卖，交易金额分别为524万余元和4.8万元。

  2020年2月至2021年6月，被告人温某按、苏某其、沈某

北3人为牟利，在未取得买卖稀土矿经营许可证的情况

下，多次向上述非法采矿人员收购离子型稀土矿产品并

进行贩卖，扰乱市场秩序，非法经营总金额为826万余元。

  英德法院认为，周某元等17名被告人行为均已构成

非法采矿罪。温某按等3名被告人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

罪。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特别严重。

  综上，英德法院以非法采矿罪分别判处周某元等

17名被告人有期徒刑6年10个月至1年3个月，并处罚金

500万元至40万元。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温某按

等3名被告人有期徒刑6年至2年6个月，并处罚金140万

元至8万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15名被告共同赔偿

矿产资源破坏价值、生态环境损害费用、生态损害评估

费用合计5213万余元。

云南摧毁一个特大跨国偷渡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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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讯  记 者 阮 占 江

帅标 通讯员蒋新慈 近日，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警方破获

一起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

的注册商标标识案，一举捣毁

以罗某斌为首的制售注册商

标标识的犯罪团伙，先后在广

东广州、佛山和广西玉林等地

抓获20名涉案嫌疑人，查获制

假生产窝点4个，假冒注册商

标标识1200万余张，涉案金额

约1000万元。

  今年2月18日，湖南某知名

公司法务部总监朱某到长沙市

公安局芙蓉分局荷花园派出所

报警，称公司在某网站上发现

一家名为“深圳市宝安区铭诚

彩印经营部”的店铺，贩卖非法

制造的该公司旗下核心品牌

“万象”“万象银天”商标标识，

其行为已涉嫌违法犯罪。

  接到报警后，荷花园派出

所迅速立案展开调查，发现这

是一个制假售假品类多、涉及

地域广、层级管理严、反侦查意

识强的制假售假犯罪团伙。

  警方经调查发现，2014年

以来，以罗某斌为首的犯罪团

伙先后在广州、佛山和玉林等

地成立4家制作假冒商标标识

的窝点。为逃避打击，该团伙将

设计、印刷、加工、组装等各道

工序分布于不同窝点，其中玉

林窝点负责设计和制作模板，

佛山两家窝点负责印刷、覆膜等制作成品，广

州窝点负责组装销售，每个窝点都有专人负

责，最后的产品把关和业务联系由罗某斌

统筹。

  为获取高额利润，该团伙在没有取得注

册商标持有人的委托、许可或授权的情况下，

只要“客户”有需求，便组织4个制假窝点按照

生产流程批量印制，造成大量假冒商标标识

流入市场，严重影响商标注册公司的产品销

量和企业信誉，损害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今年7月初，案件收网时机成熟，芙蓉分

局组织多警种协同作战，60余名警力赶赴广

州、佛山、玉林等地同步展开抓捕行动，以罗

某斌为首的犯罪团伙20名成员全部落网。

  警方初查发现，以罗某斌为首的制假售假

注册商标标识的犯罪团伙为牟取不当利益，非

法制作茅台、五粮液、舒肤佳、金龙鱼、万象等

40余种全国知名品牌注册商标标识，现场查获

“千年舟”“莫干山”等注册商标标识1200万余

张；该团伙在多个电商平台，注册90多个网店

账号进行销售，涉案金额约1000余万元。

  目前，罗某斌等20名犯罪嫌疑人对非法

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等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已全部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盗采稀土矿团伙被判赔5000余万元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 本报通讯员 孙鑫鑫 张梅娟

  伪装成专业的金融中介公司，自行研发金融中介

App，虚假宣传可以提供帮助贷款、退保、消除不良记

录等金融服务骗取客户服务费，致全国各地上万名受

害人被骗近8000万元。近日，这起由江苏省连云港市海

州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利用金融中介App实施电

信网络诈骗案一审宣判。

  2020年4月底，连云港市居民曹先生在浏览短视频

时看见一则广告，声称该公司能帮助个人进行贷款及

退息。曹先生当即想到自己付出的贷款利息很高，手头

又缺钱，便通过广告与销售人员小丽互加好友。

  在小丽的一番说辞下，曹先生向小丽转账1288元“金

融服务费”并下载了一个名为“易答在线”的金融App。根

据操作提示，曹先生选择了与技术老师“王老师”商谈贷

款事宜。王老师一对一教曹先生如何下载贷款软件、填

录信息、进行贷款，均没有成功。之后王老师表示可以帮

忙退息，也未能成功。等到曹先生再次试图联系王老师

时，对方已无音讯，销售人员小丽也将曹先生拉黑，最终

连该金融App也无法打开，曹先生遂选择报警。

  连云港市海州区警方经侦查发现，这背后是一个

利用金融中介App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集团。

  经查，2018年，蒲某、谢某某等人在四川省成都市

成立了一家金融服务公司，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多次更

改公司名称为“大圣帮忙”“易融财商”等，在成都核心

地段租用了一个3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地，并自行开

发了“易贷在线”、“易答在线”等App。

  该团伙对外宣称提供网贷融资、信用卡融资等金

融服务业务，并在热门短视频平台发布“无视黑白”“有

内部途径可以帮助秒下贷款”“不成功即退款”等虚假

广告引流。待有客户“上钩”，公司的销售人员会使用公

司提前准备的“话术”诱导客户交纳价格为1288元、4988

元不等的服务费，引导客户下载其开发的金融服务

App，选择技术部的“老师”向客户提供虚假金融服务。

  当客户发现问题解决不了时，技术部就会将问题

推给售后部，售后部则以各种名义推诿、拒绝客户退款

申请。对于客户交纳的服务费，不同层级的公司员工按

照3%至37%不等比例获取提成。案发前，该公司已有员

工近700人。

  为了让公司更具有迷惑性，蒲某等人制定了企业

文化和公司章程，开通官方社交媒体账号，甚至聘请了

两名专业律师及银行高管定期为员工开展所谓的法律

讲座、金融讲座，平时更是鼓励员工不同团队之间签订

以赌钱为主的对赌协议，带领员工出入高档消费场所，

让员工“死心塌地”地为公司做事。截至2020年7月，蒲

某等人在全国各地诈骗上万名受害人，涉案金额近

8000万元。

  海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后，一审法院判处蒲某等

124人有期徒刑14年至1年6个月，缓刑两年不等的刑

罚，并处罚金400万元至2万元不等。

伪装成金融中介开发App揽收服务费

□ 本报记者   黄 辉 

□ 本报见习记者 周孝清

□ 本报通讯员  万泉君

  “募集基金啦，泰富地球村II期山水武宁康养生

态圈基金，年收益达8%至12%，在风景如画的江南小

城江西省武宁县打造养老基地、老年公寓，让老年人

在山水中畅享幸福晚年……”这是深圳泰富养老服

务公司打出的广告语。被夸得天花乱坠的养老投资

项目，背后却是盯准老年人养老钱的陷阱。近日，江

西省瑞昌市公安局破获一起以养老项目投资为名的

非法集资案件，涉案资金高达3亿元。

  “这个养老项目特别好，是依托武宁县优质山水

环境打造的养老基地、老年公寓，年收益非常不错。”

2020年2月，一位远房亲戚向68岁的瑞昌市居民张先

生介绍他投资的一个“好项目”，声称因为是亲戚，才

把这个内部消息告诉张先生，“这个泰富地球村II期

山水武宁康养生态圈基金背靠国际大公司，绝对靠

谱。”感到心动的张先生当即就报名前去实地考察。

  没过几天，深圳泰富养老服务公司瑞昌分公司

就组织多人前往武宁县实地考察，一到目的地便入

住豪华酒店、吃大餐。在项目宣讲会上，自称“泰富集

团专业讲师”的徐某对山水武宁康养生态圈基金进

行了详细介绍，称该公司资产雄厚，在全国各大城市

都有分公司，投资了多个项目，收益有保障。

  据了解，参与考察的顾客年龄大多在50岁到70

岁之间，考察结束后，不少人签订了投资认购协议

书。其中，张先生就投资了80万元。

  然而，他投资的项目不仅拖欠利息1年半，而且这

个所谓的“国际大公司”在瑞昌市的分公司已人去楼

空。今年5月，张先生选择向瑞昌警方报警求助。

  瑞昌市公安局立即对此案展开调查，快速摸清

深圳泰富养老服务公司瑞昌分公司情况。经查，该公

司系徐某平、李某、田某琴、朱某志于2020年在瑞昌

市注册成立。公司聘请多名业务员，以购买泰富地球

村II期山水武宁康养生态圈基金投资为名，在瑞昌

非法集资500多万元，涉及40余人。

  据警方调查，该公司在武宁县没有任何养老项

目的投资，整个“山水武宁”项目完全是一个空壳，不

可能提供服务或投资回报。该公司平时拉客户到武

宁县“实地考察”，实际上仅仅是旅游、吃饭、上课，潜

移默化地对客户进行洗脑，不断向受害群体吸纳资

金以维系公司表面运作。

  为切实维护老年人的财产安全，瑞昌警方迅速

抽调精干警力，全面展开侦查。今年6月至7月，办案

民警辗转江西、广东、浙江等地，查流水、追嫌犯，最

终成功将徐某平、李某、曹某、田某4名首要犯罪嫌疑

人抓获。其中，徐某平、曹某为深圳泰富汇金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而瑞昌分公司即是在

徐某平的操作下注册成立的。

  既然有“泰富地球村II期项目”，是不是还有“泰

富地球村I期项目”？办案民警循线追踪，一个涉及人

员更广、资金更为庞大的泰富地球村I期香港安老院

项目浮出水面。

  该公司在深圳市注册，总部在浙江省杭州市，业

务以江西、浙江、广东为主，打着健康、养老、旅居的

名义，以“私募基金”为幌子，在全国各地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涉案逾3亿元，涉及人员多达上千人。

  据办案民警介绍，“泰富地球村I期”项目集资手段

与“II期”如出一辙。目前，全国多地警方已对该公司各

分公司进行立案侦查，并对相关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团伙中的徐某平、李某、曹某、田某已被瑞昌

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制图/高岳  

百余位老年人投资虚拟币被骗
  本报讯 记者邢东伟 翟小功 近日，海南

省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成功侦破一起投资虚

拟货币养老诈骗案，抓获涉案人员9名，涉案金额

高达2000余万元，受害人100余名。

  今年6月14日，海口琼山警方接到市民张某

报警，称其遭遇养老诈骗，对方以投资虚拟货币

为由先后骗取投资金数百万元。琼山警方立即成

立专案组进行侦办，一个以刘某为首，组织严密、

分工明确、专门针对中老年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

伙浮出水面。

  7月8日，专案组集中收网，一举抓获刘某等9

名涉案人员。经查，犯罪嫌疑人专门以中老年人

为诈骗目标，经常对其嘘寒问暖以取得信任，随

后向其灌输投资虚拟货币“维卡币”赚钱的思想。

而投资该虚拟货币为典型的互联网金融骗局，无

论货币如何增值，购买后均无法兑现。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海口琼山警方将

全力追赃挽损，最大程度减少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