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吸引高玉德的这个 “海防教育基
地”项目规模巨大。 按照张杰的描述，这
是一个“由中央军委批准的国防工程”，
土石方数以千亿立方米计， 还没有正式
对外公布， 属于保密工程。 “巴特尔中
将”在北京担任整个海防项目总指挥，张
杰担任 “蓬莱前线指挥长”，“国防部副
部长”邵存礼也参与此项目。

高玉德并非没有怀疑过这一工程的
真伪。 “以前从未和军方接触过，他们仅
凭几句话就选中我？ ”

但 4 月，高玉德参观了蓬莱的“海防
教育基地指挥部”，指挥部神秘的军事氛
围给他吃了颗 “定心丸”，“部队都授权
挂牌了，假不了。 ”

指挥部坐落在蓬莱南王工业区长江
东街一个停产的酒庄。 酒庄内，醒目的黄
色警戒线把一栋三层办公楼和其他地方
隔离开。小楼楼顶立着数米高的“听党指
挥建设海疆”的红色大字；大楼入口处挂
着 “中国国防战略战备华东国防海防教
育基地建设指挥部”牌匾。

令高玉德印象最深刻的是， 两名身
穿迷彩服的“战士”守在大门入口处，进
门需要登记。

11 月 17 日中午，记者来到了这个酒
庄。 酒庄老板张先生说，3 月初， 两名便
装男子突然找到他， 提出要租办公楼，
“对方说， 他们手头有一项 ‘国防工
程’，急着筹建临时指挥部。 ”

当时张先生仍在此处办公楼办公，来
者急促地催他签租房合同，“钱不是问
题。 ”当天，来者签了租房合同，每年租金
50 万元，租期 5 年，先交付 50 万元租金。

两天后，10 多名穿着迷彩服的工作
人员进驻办公楼。 他们把陈旧的办公楼
装饰一新，会客厅配置高档真皮沙发、茶
几，一楼大厅内竖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牌匾。 办公桌两侧分别挂着国旗、党
旗。

据警方透露，装修前，张杰团伙专门
派了 2 名工作人员到部队考察， 仿照部
队风格装修。

张先生告诉记者，办公楼前挂着“中
国国防战略战备”的牌匾，一名孙姓负责
人告诉他：“这是‘国防部’批准的部队
工程，我们手头有‘国防部’批文。 ”

邀请高玉德参观这栋神秘办公楼
的，是“海防教育基地副指挥长”陈光
（化名）， 他也是指挥部常驻蓬莱的负
责人。

今年 3 月，高玉德签约时，甲方是陈
光代表的中百利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下文称中百利呈）。

陈光给高玉德出示了三份盖有“国
防战略战备基金筹委会” 红章的文件，
文件的大致内容是： 决定在烟台筹建
“华东国防海防教育基地指挥部”；任
命张杰为指挥部总指挥长，陈光等 5 人
为副指挥长；授权中百利呈作为“华东
国防海防教育基地指挥部” 的平台公
司，具有对外发放工程的资质。

高玉德告诉记者， 他看到部队红头
文件，中百利呈又是在业内有一定名气
的建筑公司， 他相信这个工程是真的。
签约第二天， 就把 150 万元定金打到陈
光指定的账户上。

警方告诉记者，中百利呈于 2013 年
底被虚构的 “中国战略战备基金委员
会”授权为该筹备处“国防工程”的平

台公司，作为军方收购的企业对外分包
工程。

根据合同约定， 在海防教育工程项
目正式公布后， 高玉德还将支付 850 万
元保证金。 高玉德筹划着，等正式文件
发布后， 他要拉朋友一起做这个工程。
“我一个人也做不起这么大的工程。 ”

和高玉德同样等待开工的建筑商不
少。张晓全、张杰等人从 2013 年 9 月开始
四处推广这一项目，湖南攸县的建筑商宋
茂林去年底就把钱汇入陈光的账户。

张杰等人的骗术是通过朋友串联在
全国做宣传，以签订“国防海防建设工程
合同”的名义收取施工单位保证金。他们
千方百计骗客户签合同，见钱就收，10 万
元、20 万元、50 万元、100 万元的都收。

为了套牢客户， 张杰及其手下会带
客户参观神秘的蓬莱指挥部， 还会考察
工程项目地， 但其实就是在海港边任意
指一块空地。 客户催促，他们会故作神秘
地说，这是部队保密工程，暂时不能对外
公布，要有耐心等。 客户再催促，他们也
会威胁，如果对我们没有信心，就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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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冒充中将狂骗 3400 万元

46岁的山东临沂苗圃公司老板孙四海
是另一个以为“捞到大鱼”的人。

今年 5 月，通过人引荐，孙四海在北京
认识了“国家保密局局长”陈飞、“中央党
校处长”韩如意等人。

身着军装、 派头十足的陈局长告诉孙
四海，国防基金会的巴特尔中将，正在蓬莱
筹建海防教育基地， 有数额过千亿的土石
方工程。

“陈局长说，看我是实干的人，可以帮
我引荐 1 亿土石方的工程。”孙四海告诉记
者，他还给了陈局长 10 万元好处费。

5 月 15 日， 陈飞等人带着发财心切的
孙四海来到蓬莱， 见到了海防基地副指挥
长陈光。陈光向孙四海出示印着“中国国防
战略战备基金筹委会”抬头的红头文件。

陈光告诉孙四海，“我们这是军队‘国
防工程’，目前还没有对外公布，处在保密
阶段， 签合同前要先交 20 万元保密费，签
合同后还要支付 200 万元押金”。

孙四海当时只有 15 万元，他向临沂的
哥哥借钱。 孙的哥哥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
认为孙没有做大工程的资质， 交点好处费
就能承包到大工程，肯定有问题。

5 月 17 日， 孙四海哥哥向蓬莱经侦大
队报警， 蓬莱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教导员吕
海警官介绍， 此前他们就接到数起针对海
防教育基地涉嫌诈骗的报警。

据警方调查，半年时间内，共有 19 家公
司被海防教育基地项目骗走 3400 万元。 这
19 家公司都是外地公司， 分别来自江苏、天
津、西安、陕西、湖南等地。

只 有 小
学文化的陕
西农民张晓
全自称 “巴
特尔中将”，
编造出一个
工程量以千
亿计的 “国
防工程”，吸
引来自全国
各地的建筑
公司前来参
与工程招标，
巧立名目骗
取巨额资金
3400 万元。

听到这句话， 江苏南通民营建筑企
业老板高玉德呼吸急促起来， 他努力压
抑激动的心情。 他知道自己捞到了一条
“大鱼”。

许诺将工程分包给高老板的是烟台
一位叫张杰的“大校”，他自称正在蓬莱
筹建“华东国防海防教育基地”，有数额
超过千亿的国防土石方工程。

高玉德在心中飞快计算，“每立方

米造价 54 元， 利润按每立方米 1 元计
算，也有上亿的利润。 ”尽管他的工程队
没能力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 但还是决
定“先拿下再说，不能失去机会”。

今年 3 月 20 日签完合同， 第二天，
高玉德就把 150 万元打到了 “海防基地
副指挥长”的账户上。 自此他一直在等
着工程开工。 他每过几天就打电话问项
目进展，蓬莱指挥部不停安抚他，推了一

周又一周。
直到 5 月， 蓬莱的 “海防基地指挥

部”被警方查封，高玉德才知道自己被
骗了。 “大校”张杰只是一名退伍军人，
无业， 与另一个农民张晓全一同虚构了
“大校”和“中将”的身份，以及这个庞
大的军事工程， 并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
建筑公司参与工程招标， 巧立名目骗取
巨额资金 3400 万元。

2014年 8 月，蓬莱警方在北京将主要犯
罪嫌疑人“大校”张杰、“巴特尔将军”张
晓全、“国防部副部长”邵存礼抓获。

据警方调查，张晓全是这起骗局的主要
策划者，并负责起草文件；张杰担任蓬莱前
线指挥部总负责人，具体操作骗局；邵存礼
负责伪造文件。

在 “巴特尔将军” 对外界的描述中，
“海防教育基地”共有 6 个，都坐落在海岸
线上，北起辽宁抚顺，南至广西北海。 教育
基地是一套组合产品，包括兵器博物馆、培
训中心、靶场、部队医院等。

2013 年 9 月，“巴特尔将军”张晓全构
思完蓝图，把第一座“海防教育基地”选在
蓬莱，并派张杰“大校”到前线指挥部坐镇
指挥。

据警方调查，“巴特尔将军” 真名张晓
全，是陕西渭南一个农民，小学文化，曾在
2008年假冒军人身份诈骗被甘肃警方采取
强制措施。 “国防部副部长”邵存礼，是山
东兖州农民，小学文化，擅长于拉关系，伪
造文件。 “大校”张杰曾经当过兵，上世纪
90 年代转业,被捕前住在北京一地下室里。
警察在地下室出租房内， 发现大量伪造的
军服、勋章。

骗来的 3400 万元现金， 除了买车、装
修、日常开支外，其中 1600 万元被汇入张晓
全账户，1000 万元被汇入邵存礼的账户。

今年 11 月 1 日， 蓬莱警方将涉案的 3
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巴特尔中将”张晓全、
“副部长”邵存礼、“大校”张杰向蓬莱市
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 据《新京报》报道

“1 亿土方工程，看你实在，可以优先给你”

突然冒出的部队

任意指空地当工地

保密费牵出诈骗案

冒牌大校、中将和部长

伪造的“华东国防海防教育基地建设指挥部”

伪造的 “国防战略战备基金筹委会”
红头文件

2013年 5 月 27 日，张杰参加高天生公司挂牌仪式，右二为张杰，右三为高天生。
资料图

编造工程量以千亿计的“项目” 19 家建筑公司被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