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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领导身份骗走巨款
公诉机关指控称，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7

月间，被告人黄莉琳、付普良伙同高恒、付林、

付满涛等人，谎称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在北京

市西城区南滨河路黄莉琳暂住地等地，以能

够帮助张某为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逃避审

计，实现股票在香港复牌需要协调费为由，骗

取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900 余万元。

同时，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间，被告人黄

莉琳又伙同杨有民等人，以同样手段，骗取某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计 1 亿余元和奥迪 A8 轿

车一辆（价值 70 余万元）。张某发现被骗后，

于 2017 年 9 月 1 日报案，6 名被告人先后被查

获归案。

检察机关指出，杨有民诈骗某集团财物

包括 8500 万元和奥迪 A8 汽车一辆；付普良、

黄莉琳、付林、付满涛、高恒参与诈骗金额分

别为 3300 万元、3000 万元、500 万元、600 万

元、2200 万元。付林、付满涛、高恒在共同犯

罪中起帮助作用，可认定为从犯。

所有身份都是假的
据公诉机关调查，6 名被告人大多无业，

或者是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还有的是工艺

品中心经理。但在骗局中，这些人的身份、来

头都大得吓人。比如自称中间人的黄莉琳，

今年 57 岁，无业。在介绍人口中，黄莉琳的职

业是“给中央领导做饭”，是可以接触到“大人

物”的关键连接点。

不过她连接的，也都是一群伪装成高管

的骗子。比如本案中的付氏叔侄，付普良让

侄子穿一条武警裤子和制式皮鞋，喊自己“首

长”，就冒充部队领导。当然，这个“部队领

导”的身份是假的。

接下来，黄莉琳又找到了杨有民，他冒充

的是某部副部长，气派十足。杨有民还带着

两名“处长”“考察”被害公司，听了该公司的

要求，杨有民表示确实有难度，除非把公司包

装成某部的托管企业，这样才可以出具文件，

但要缴纳管理费，每年 3000 万元，后来又改成

2015 年交 5000 万元，以后每年交 3000 万元。

此后，杨有民又以好处费、修祖宅、没有好车

等各种理由，向被害单位要钱、要车、要物。

虽然庭审时，杨有民否认冒充高官，但有

证人证实，杨有民平日就存在冒充某部长的

行为，且本案中，黄莉琳就是以某副部长的身

份介绍他的。法院认为，杨有民被抓获归案

后，对其诈骗行为全盘否认，其毫无悔意的表

现，是犯罪主观恶性较深的重要体现。

同样，付普良等人平日就冒充国家工作

人员，以部长、首长身份示人，到案后，在大量

确实、充分的证据面前，仍亦矢口否认所犯诈

骗罪行，不仅进一步印证了其具有非法占有

他人财产的犯罪故意，且充分说明其在犯罪

后无任何悔意，主观恶性较深。

黄莉琳也并非单纯的“中间人”，其不仅

虚构身份，通过其“特殊关系”介绍其他被告

人，而且参与付普良、杨有民对某集团的“考

察”，强化被害公司对付普良、杨有民虚假身

份的信任，后又收取所骗款项、层层分赃。这

一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犯罪。

3人被判无期徒刑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有民、付普良、

黄莉琳、付林、付满涛、高恒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单独或结伙诈骗他

人财物，6 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诈骗

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均应予惩处。

对于杨有民、付普良、黄莉琳、付林、付满

涛的辩解，以及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均不能

成立，法院不予采纳。鉴于付林、付满涛系从

犯，法院对两人均依法予以减轻处罚；鉴于高

恒系从犯，且能认罪、悔罪并积极退赃，可通

过社会矫正予以教育、挽救，故法院对其减轻

处罚并适用缓刑。

另外，某集团被骗款物中，其中 1200 万元

及奥迪 A8 汽车一辆，系该公司意图通过杨有

民向某单位、某领导行贿的被骗款物，追缴后

应予以没收，其余诈骗款项将在追缴后发还

被害单位。

最终，法院作出如下判决：杨有民犯诈骗

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付普良犯诈骗罪，判处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黄莉琳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付

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6 年，并处罚金

6000 元；付满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5
年，并处罚金 5000 元；高恒犯诈骗罪，判处有

期徒刑 3 年，缓刑 5 年，并处罚金 3000 元。

据《法制时报》

虚构领导身份骗走1.39亿元
6名被告人以帮一公司逃避审计为由实施诈骗，3人被判无期徒刑

一公司为逃避审计，实现股票在香港复牌等目的，被6人骗走1.39亿元和奥迪A8轿车一辆。近日，北京法院审判信息

网公布了这起特大诈骗案。记者注意到，6名被告人有的自称部级领导，有的冒充部队领导，有的甚至谎称国家工作人员

身份，职业是“给中央领导做饭”，实施诈骗犯罪。最终这伙人均得到了法律的制裁，其中3人被判无期徒刑。

缴了“服务费”
贷款迟迟不放

今年 2 月 20 日至 25 日，湖州市安吉县公

安局接到两起市民报案称，他们通过四川一

家贷款公司贷款，并缴纳了相应的“服务费”，

可对方迟迟不肯放贷，最后甚至联系不上，怀

疑被骗。

与此同时，又有近 10 人到公安部门反映，

他们接到这家公司员工的营销贷款服务电

话，对方称公司与某银行有合作，可以获得利

息 5 厘至 1 分的贷款，10 万元贷款不查征信、

不查赌债，最快当天放贷；10 至 50 万元以下

贷款，签个协议即可完成。

部分急于资金周转的市民觉得这个选择

不错，但他们也保持着警惕，担心被骗，所以

向公安部门咨询核实情况。

了解情况后，安吉警方根据以往办案经

验，怀疑这背后隐藏着一个诈骗团伙，2 月 25

日，迅速成立专案组，并抽调精干警力，对此

展开侦查。

顺藤摸瓜锁定嫌犯
3人合伙开诈骗公司

随后，专案组调阅全国类似案件信息，初

步串并类似案件 30 余起，发现犯罪嫌疑人的

收款信息归属地均为四川省成都市。与此同

时，民警对案件受骗人逐一回访。

功夫不负有心人。其间，江苏一名受骗

人向专案组民警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在他

被骗过程中，曾怀疑对方是诈骗分子，便要求

视频聊天证实对方身份。事后他将视频聊天

画面进行截屏保存。

专案组民警根据这名受骗人提供的截屏

照片，通过公安部门人像比对系统查询，迅速

锁定了嫌疑人身份，并确定了其落脚点在成

都市区。

3 月 23 日，专案组赶往成都进行调查，并

从当地警方了解到，这是一家贷款资讯服务

公司。今年 3 月，当地辖区派出所接到举报，

称该公司在实施诈骗，因没有证据，警方只做

了基本登记。

经查，今年 2 月，任某舟、张某、任某科合

伙成立了这家公司，并聘请孙某、丁某负责日

常管理，公司内设行政、业务、审核等科室，共

有近 30 人，表面上和正规公司一样，实际上实

施诈骗活动，业务范围覆盖全国多个省份。

两次转移两次扑空
获取情报一举捣毁

正当安吉警方想深入该公司进行调查

时，其中一家分公司突然人去楼空，另一家分

公司也停止营业。

难道对方是因有所察觉，而转移了窝

点？3 月 28 日，专案组在当地公安的配合下，

再次掌握了该团伙的新落脚点。等专案组集

结力量准备实施抓捕时，该团伙落脚点又一

次大门紧闭，不知所踪。

两次扑空，专案组并没有气馁。

4 月 13 日，专案组从当地警方获得一个

重要信息，原来，3 月 28 日该团伙落脚地大门

紧闭，系该团伙中一名人员被外地公安抓捕

了，致使该团伙暂时停止活动，但随后不久该

团伙又重操旧业。

获得准确情报后，4 月 24 日，安吉警方集

结 30 名精干警力，第三次前往成都，找到这个

团伙的“新巢”。在当地警方配合下，4 月 25
日上午，等该公司所有成员、管理层及公司合

伙人基本到齐后，埋伏在楼道的警力开始行

动。此次行动成功抓获任某、张某等犯罪嫌

疑人 27 名，并收缴作案工具、银行卡等。

卸下光环戴面具
保险总监成骗子

通过审讯，这个诈骗团伙的一切都被揭

露出来。

任某舟原来是某保险公司的总监，收入

不错。然而，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他与张

某、任某科合伙成立了这家诈骗公司，并聘请

两名主管，招揽了一批业务员，然后对入职人

员进行培训“洗脑”。

20 多名入职人员在金钱的诱惑下，甘愿

从事这份看上去既轻松又有挑战的工作，工

资由 3500 元底薪加 20%提成组成。

专案组民警注意到，在公司办公场所，有

一份 80 万元“保证计划”，每位员工都有明确

的月薪目标，最低目标 5960 元，最高的 1.8 万

元。

目前，该诈骗团伙 27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据《浙江法制报》

两次抓捕前都突然“消失”，诈骗团伙去哪了？
安吉警方三赴成都捣毁“套路贷”团伙

手头拮据，急需通过借贷“江湖救急”。结果钱还没拿到手，就被对方要

求支付各种手续费、资料费、保证金……

到底怎么回事？今年 4 月，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陆续有市民遭遇了这

样的“套路贷”陷阱。安吉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于近日成功捣毁

一个以办理贷款业务为幌子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共抓捕 27 名犯罪嫌疑

人，查获涉案资金1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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