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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8日，公安

部督办的“4·24”特大海外医疗

诈骗案侦查终结，浙江省嘉兴市

公安局秀洲区分局将案件移送

检方审查起诉。

◆2018 年 4 月 24 日，嘉兴

市警方打掉了这个诈骗团伙，经

查，该案的受害人遍布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涉案总金额近

10亿元。

◆这是迄今为止在全国范

围内破获的涉案金额最大的一

起海外医疗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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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10亿元海外医疗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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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刑侦大
队副大队长徐惠刚称，从 2018 年 4 月
24 日采取收网行动至今，该案的后续
整理工作一直在进行。因该案涉案人
数众多，且分布在全国各地，对 2000余
名受害人开展调查取证，收集、固定违
法犯罪证据的工作量巨大。

警方表示，从大连思兰德公司电
脑中获取的视频、分析表、客户资料等
容量就有 270G 之多，所有这些均得由
人工逐个查阅整理，并提取有效信息。

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刑事侦
查大队民警蔡方曲告诉笔者，2018年 6
月，该案前期侦查工作结束后，他就开
始梳理该案相关的各种账目，还要去
多家银行、支付公司查阅。

“我们扣押了他们的单据，上面写
着消费金额，我们根据这个去查账的
去向明细。”蔡方曲透露，警方对与该
案相关的 52 台 POS 机，1889 张银行卡
逐一核查交易明细。这些金额移送检
方后，最终会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量
刑。

（文中张华、李朵、王兰均为化名）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2013 年，张华来到嘉兴市媛尚美容
院，与工作人员李朵结识。在李朵的推
荐下，张华在这家美容院办了会员卡。
之后，张华定期会来该美容院，很快，两
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闺密。

2017 年 1 月，李朵兴奋地告诉张华
一个“好消息”：这家美容院的供应商大
连思兰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回馈老顾
客，准备组织会员参加免费泰国游。

几天后，在李朵的陪同下，张华和一
些会员来到了泰国。行程方面，大连思
兰德公司也安排得很得体，张华玩得非
常开心。玩了两天后，李朵对张华说，这
次海外行，大连思兰德公司还组织了一
个大型海外健康医疗说明会，邀请了多
位国际顶级医学专家，对当下最新医疗
技术进行讲解。

说明会结束后，在李朵的多次游说
下，张华到泰国一家知名医院参加了免
费体检。体检报告出来后，李朵带着张
华，找到了思兰德公司邀请的“外籍资深
医学专家”，让其解读报告。

该“专家”告诉张华，她的身体状况
并不乐观，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随时有
可能出现重大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未
来 5 年内，肯定要瘫痪。这番话一下把
张华吓蒙了，她甚至担心自己瘫痪后，成
为两个儿子的负担。

“专家”自称掌握最先进的医学技
术，只要接受治疗，可帮助张华消除疾病
隐患，并建议她做一套 26万元的治疗。

张 华 身 上 没 有 这 么 多 钱 ，开 始 迟
疑。陪在一旁的李朵告诉她，她供职的
美容院可帮忙垫付。最终，张华自付了
10万元，还写下了 16万元的欠条。

今年 53岁的王兰也有类似经历。从
2008 年开始，她就成为这家美容院的常
客。几年前，她在该美容院办了一张VIP
卡。2015 年 12 月的一天，美容院赠送她
一张免费泰国游的邀请函。在泰国，也
有“专家”告诉王兰，她有 90％概率患癌
症，如不及时治疗，一两年内必患无疑。

在 工 作 人 员 的 劝 说 下 ，王 兰 支 付
106.25 万元，美容院垫付 6.75 万元，购买
了抗癌和抗衰老两个项目。其后，她又
三次去国外接受“后续治疗”。四次下
来，总共花费超过 600万元。

王兰的女儿在美国留学。2018 年 1
月回国时，她无意间看到了家中的癌盾药
物，从其英文说明书中，发现其主要成分
是糖。她怀疑母亲在泰国、美国的就诊报
告，是有人从互联网上直接下载后伪造
的，于是报了警。

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副局长宋
曙称，细听了王兰的经历后，感觉去治疗
也好，进口的所谓抗癌药也好，都非常可
疑。警方初步判断，仅靠一家美容院不可
能完成这样的布局，背后极有可能有一个
组织庞大、分工精细的犯罪组织。

该案上报后，公安部、浙江省公安厅
高度重视，公安部将这起案件列为部督案
件。嘉兴警方迅速组成专案组，开展侦办
工作。

嘉兴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李
建东告诉笔者，经过前期侦查，发现给王
兰看病的那个所谓的“国际医学专家”完
全是包装出来的，她并不是美国籍，更不
是医生。

该诈骗团伙的“医生团队”由十余人
组成，其人员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没有任
何医学从业经验的大连思兰德的区域经
理，穿上印有 NHC 标志的白大褂，摇身一
变就成了华裔外籍医学专家，美国NHC抗
衰老健康管理专家等；

还有一类是在中国的外籍留学生。
大连思兰德公司做好 PPT 后，把他们包装
成国际医学专家，让他们按照台词讲解
PPT。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自称是美国
人。这些人读完 PPT 就走人，一次出场费
300元至 600元；

还有一类是泰国芭提雅曼谷医院的

真医生。他们受邀讲课时，说的也是真正
的医学常识，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不
知道被利用。

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说，这些
外文的体检报告出来后，有些假医生将其
翻译成中文时，会故意虚假解读报告，让
其符合某种大病的标准。在国外组织体
检时，他们会选择当地知名的大医院。

大连思兰德老总名叫张某梅，是该案
主要犯罪嫌疑人，辽宁人，50岁，有硕士学
历，曾为某高校教师，后辞职经商，通过开
美容院发家。

2014年，张某梅发现了海外医疗的商
机，她从广东高薪聘请魏某为其公司市场
研发部经理，魏对外化名“张国栋”。这年
春天，张某梅、魏某等人前往美国寻找合
作伙伴。当时还想做正规生意的张某梅，
找到了一家名为 NHC 的医疗集团开展合
作。不久，张某梅、魏某想出一个新模式，
即带客户去泰国免费医疗游，并实施诈
骗。该公司的计划是，把NHC和泰国游相
结合，实施一种“高端”的诈骗方式。

有了NHC这个高大上的招牌后，该诈
骗团伙开始设计营销模式。其营销模式
分三层结构：最上一层为大连思兰德公
司，该公司向下发展代理商，代理商再向
下发展美容院，由美容院物色受骗对象。
三者间没有隶属关系，只有合作关系。

李建东告诉笔者，诈骗得手后，大连
思兰德公司和代理商及美容院按预设的
比例进行分成。“其中大连思兰德分诈骗
款 25％，代理商分 25％，美容院分 50％。
此外，假医生团队的 2％~3％，从大连思兰
德公司的分成中划拨。”

专案组多次赴北京、上海、江苏等 17
个省市，行程 10 万多公里，摸清了犯罪
集团组织架构以及犯罪运作模式等。时
机成熟后，警方决定采取收网行动。

2018年 4月 22日，该案指挥部在嘉兴
市公安局成立。指挥部成员由公安部刑
侦局副局长陈士渠、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
刘静、嘉兴市公安局副局长吕桂华、嘉兴
市公安局秀洲分局局长谢立中组成。

同日，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分局出动
300 多名警力，奔赴大连、南京、重庆等十
多个城市，准备采取行动，其中 200 多人
前往大连。

经过两天的前期准备后，2018 年 4 月
24 日，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所有警力统
一开展收网行动。

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刑事侦查
大队民警沈宏伟参与了抓捕行动。他说，
当日上午 10 时许，民警们赶到大连思兰
德总部。最终，大连有 69 人落网，其他地
方合计有 21人落网。

此后，公安部继续组织分步推进案件

侦办工作，湖南、重庆等地公安机关又相
继抓获嫌疑人 42 名。至此，该案共抓获
犯罪嫌疑人 132名。

同日，正在重庆某医院看病动手术的
张某梅落网。警方透露，张落网后极力推
卸责任，自称她只是做规划的，具体是由
手下人负责。但其下属称，一切都是按照
她的要求做的。

犯罪嫌疑人落网后，警方对其连夜审
查。次日，嘉兴警方包了三四辆大巴车，
载着犯罪嫌疑人，经过长途跋涉，于 4 月
26日晚上 10时许到达嘉兴。

截至目前，警方扣押涉案电脑 156
台、手机 300余部，冻结银行卡 500多张及
资金 7000 余万元，查封假药仓库 3 个，扣
押假药 3000余箱。涉及相关案件 2000余
起，涉案金额近 10亿元。

这些所谓的抗癌产品，经检测主要成
分为番茄红素和青花素，其实就是糖，每
一粒的成本仅为 2 元多，外包装成本却要
几百元，加起来的成本不过几百元，而售
价最低也要 3.8万元。

收网行动后，警方在大连思兰德
公司发现，该公司的档案中有大量受
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
但面对警方，多数受害人并不配合，其
中有一名被骗 1000 多万元的受害者，
也不愿意跟警方讲述她的经历。

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刑事侦
查大队副大队长徐惠刚说，总共 2000
多名被害人中，大部分都是女性，绝大
多数都不配合警方讲述自己经历。

嘉兴警方分析，一方面是这些人
经济上都比较宽裕，觉得损失这些钱
无所谓；还有的人觉得被骗后，以后在
商业圈没面子；此外也有已经和美容
院达成私了协议的。

陈士渠告诉笔者，该团伙选择有
经济实力、注重养生且经常去美容院
的客户。他们不选择医护从业者和法
律工作者，也不选择确实有大病的，因
为他们看不了病。

在大连思兰德公司，警方还发现
了大量的顾客分析表。表中记录了顾
客的职业、年龄、婚姻状况、私家车品
牌、银行存款、住宅级别等信息，个人
性格爱好、最高消费记录、家族病史、
自身病史等隐私信息也被记录其中。

诈骗团伙据此可推测出该顾客的
基本消费能力及最高消费能力，并对
阻碍成交的可能因素制订应对方案。
诈骗团伙筛选出符合要求的目标后，
美容院就会将其交给上级代理商，并
由思兰德公司统筹安排出国。

有受害者称，骗子们的“医疗说明
会”等都安排在奢华的五星级酒店，在
那种高大上的场合下，人的心理价位
会提高，会更舍得花钱。

周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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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犯罪嫌疑人被警方从大连押回嘉兴。

犯罪嫌疑人在泰国组织医疗说明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