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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钟刷掉1.5万元
去年 6 月，江苏省的舒先生通

过某婚恋网站，与一网名叫“晓蕾”

的女子互加了微信好友。

“晓蕾”自称今年 26岁，在武汉

市一家公司做文秘。温柔漂亮、善

解人意的“晓蕾”很快让舒先生陷入

热恋。

去年 7月初，舒先生应邀到武汉

市与“晓蕾”见面。眼前这个“晓蕾”

虽与她的微信头像不是同一个人，但

也青春靓丽。见面后，“晓蕾”主动提

出要为舒先生接风洗尘，不仅吃饭时

抢着买单，还请他去看电影。舒先生

对“晓蕾”的好感剧增。

两人一起逛街时，“晓蕾”在江岸

区某购物广场一家小服装店里看中

了一件连衣裙，暗示舒先生自己没带

那么多钱。于是，舒先生主动刷了

688元。紧接着，“晓蕾”又选了几件

衣服和一个包包，单价也从 1888元、

3888元、5888元一路上涨。碍于情

面，舒先生硬着头皮买了单，仅仅 20
多分钟，就在这家店刷了 1.5 万余

元。从店里出来不久，“晓蕾”借口有

点累，便与舒先生分了手。

令舒先生没想到的是，这次见

面后，“晓蕾”就不再搭理他，他多次

在微信上主动问候，对方都以工作

忙推脱。去年 7 月 11 日，感觉被骗

的舒先生向江岸公安分局百步亭派

出所报案。

挖出数十人诈骗团伙
警方分析，这很可能是一起以

婚恋为名的诈骗案，便迅速抽调刑

侦、网安民警，成立专班展开侦查。

刑侦民警扮作顾客进入这家面

积仅有七八平方米的服装店侦查，

发现店内摆放的只是一些廉价服

饰，但标价奇高。而营业员见顾客

进店，却只顾低头看手机，根本不予

理睬。当民警离开时，有人竟在后

面跟踪。

与此同时，网安民警从“晓蕾”的

微信号入手展开调查，发现这个微信

号的注册者其实是 29 岁的男子文

某。基本摸清文某的活动规律后，警

方决定暂缓抓捕行动，继续深挖。

为彻底查清这个犯罪团伙的组

织架构及作案手法，专班民警线上

线下同步展开调查。经过 3个多月

工作，一个拥有 3家实体店、8个“键

盘手”窝点、多达数十名成员的特大

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浮出水面。

去年 12月 12日，江岸警方集中

100多名警力，分别在江岸、江汉、武

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及黄石市等 11
个涉案窝点展开抓捕行动，现场抓

获团伙成员 45名，查获大量涉案电

脑、手机，扣押店内衣物 500多件。

在窝点内，民警还发现大量用

于诈骗的“话术本”“受害人信息库”

“年轻女性聊天语音”录音模版等。

半年作案1500多起
办案民警介绍，这个“衣托”诈

骗团伙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且警惕

性极高。相比“酒托”“衣托”诈骗需

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骗子的演

技要求更高，不仅要假装与受害人

谈恋爱，还要假装恋爱成功。

经查，这个团伙分为“老板”、“键

盘手”、“衣托”、“查号手”、“传号手”、

“保安”6个层级。团伙头目熊某、廖

某负责组织策划、招募人员和分配赃

款，两人均有“酒托”诈骗前科。

“键盘手”以男性为主，负责在

各婚恋网站上冒充年轻貌美的女性

注册账号，寻找有消费能力的单身

男性聊天，获取信任后再以婚恋为

名约其线下见面。一旦有受害人上

钩，该团伙便派出年轻女性（“衣

托”）前往“约会”，将受害人带至团

伙开设的服装店消费。诈骗成功

后，再将衣物交还到服装店。为防

止出现意外情况，“约会”过程中，还

有“钉子”负责盯梢，观察周围情况。

犯罪嫌疑人交代，单笔诈骗金

额从几百元至万余元不等，每次诈

骗得手后，“键盘手”等人可按金额

提成 40%，“衣托”提成 20%，“保安”

则按月领取固定工资。

经初步调查，自 2019 年 7 月以

来，该团伙已作案 1500 多起。目

前，团伙的 3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

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据《法制日报》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 1月 6日通报，历经 8个月时间，

济南市交警支队日前破获了公安

部督办的“2·21”特大伪造临时行

驶车号牌案，案件中伪造的临牌

销往北京、天津、上海、山东等 25
个省（市），整个销售网络涉案金

额超过 5000万元。

2019年 2月，济南市车管部门

在办理一机动车注册登记业务

时，发现车主所持的临牌系伪造，

于是将线索移交济南市交警支队

刑事案件打击专班。专班民警通

过调查，在济南市一汽车销售 4S
店内抓获向客户提供伪造临牌的

曹某。根据曹某交代的线索，民

警在济南市将买卖伪造临牌的范

某某、林某某抓获，现场起获伪造

临牌 70副、伪造的“山东省淄博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公章一枚，

查实两人已买卖伪造临牌 300副。

随后，民警顺藤摸瓜，在淄博

市张店区和沂源县抓获常某某、

郭某某，现场起获伪造临牌 40副，

查实两人已买卖 20400 副。经对

两人突击审讯，警方掌握了位于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林某某的造

假窝点。经连续排查布控，2019
年 3月，警方在林某某住处将其一

举抓获，现场起获伪造临牌 3865
副及大量耗材。经查，林某某长

期从事印刷业务，2016 年发现伪

造临牌有利可图，遂在当地购进

高仿临牌用纸及电脑、打印机等

作案工具，伪造了公安交管部门

的电子印章。

据介绍，此案涉案物品数量

大、涉案区域广、涉案人员多，查

抄的位于苍南县林某某处的造假

窝点，自 2016 年 6 月至 2019 年 3
月，先后伪造并售出临牌 25 万余

副，数量之大近年罕见。另外，民

警在办案过程中还查获伪造的国

家机关及企事业印章 130枚。

济南市公安机关先后抓获涉

案人员 54人，其中对 24名犯罪嫌

疑人以涉嫌构成伪造、买卖国家

机关证件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其中逮捕 7人），其他地市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 27人。

日前，中国证监会召开发布会，通报罗山东等人操

纵证券市场系列案件最新进展。

据介绍，经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部署，浙江省金

华市公安机关联合证监稽查部门，迅速破获了罗山东等

人操纵证券市场系列案件。2019年 12月 31日，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作出判决，被告人罗山东、龚世威、王

杰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5 年零 6 个月、5 年零 6 个月、5
年，并处罚金。

2018 年 6 月，根据交易所发现的多只股票异动线

索，公安部经侦局会同证监会稽查局，联合部署浙江省

金华市公安局和有关稽查单位共同分析研判，通过对涉

及的交易、资金等数据开展全方位分析，全面摸清了涉

嫌操纵账户和实际控制人、团伙架构、作案手法。当年

底，公安部经侦局和证监会稽查局组织 280余名民警和

30余名稽查人员在 7省市同步开展联合行动，一举打掉

了罗山东、龚世威和王杰 3个犯罪团伙。

经查，自 2016年起 3人分别组建了包括操盘手、财

务人员、筹资人在内的犯罪团伙，在浙江、湖南、广东等

地设立 12个操盘窝点，单独或者合谋，利用资金、持股

优势，累计动用上百亿资金，使用数百个证券账户，采取

联合或连续买卖、对倒（敲）、撤回申报、盘中拉升、控制

开（收）盘价等方式，操纵 8只股票。同时，还采取勾结

“黑嘴”推票、盗用他人账户等多种手法，为自己的操纵

行为“接盘”，非法获利 4亿余元。

据了解，此案是近年来公安经侦部门查处的涉及股

票数量最多、交易金额最大的操纵证券市场案件之一。

重庆警方近日侦破一起特大跨境网络开设赌场案，

该网络赌博犯罪集团涉黑产业众多，链条复杂，目前已查

明涉案资金流水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境外犯罪嫌疑人

近百人，全国代理超千人，境内参赌人员逾10万人。

2018年 11月，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在破获一起网

络赌博案时发现，此案犯罪嫌疑人每天建立临时微信群

并设置赌博赔率，招揽赌客进群参与“重庆时时彩”竞猜

赌博，同时利用购买的机器人计分软件连接境外赌博网

站，通过在赌博网站上申请代理或会员账号予以充值、

投注、提现，获取赌博网站的开奖数据和分工规则，利用

赔率差、流水分红、网站分红等方式盈利，总下注流水超

3.3亿元人民币。

此案破获后，办案民警顺藤摸瓜，梳理发现多个境

外网络赌博网站，在深入侦查中，一个位于柬埔寨西哈

努克港的境外网络赌博犯罪集团浮出水面。这一团伙

在柬埔寨西港特区招募境内人员前往柬埔寨，集中从事

赌博网站推广、客服陪聊、赌资洗钱等工作，并大肆发展

国内代理组织赌客参与网络赌博。团伙内部分设客服

推广部、资金部、技术部等部门，组织架构完整、管理层

级分明、人员分工明确，呈现出明显的公司化、集团化管

理特征。

在掌握基本犯罪事实后，近日，重庆警方在柬埔寨

警方帮助下，在国内和柬埔寨同时行动，抓获该团伙骨

干成员 36人，捣毁犯罪窝点 13个，扣押手机和电脑 100
余台、银行卡 100余张，冻结涉案银行卡 2000余张，资金

1.1亿元人民币。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山东警方破获
“2·21”特大伪造临时行驶车号牌案

重庆警方侦破一起特大跨境网络开设赌场案

罗山东等人操纵证券市场系列案一审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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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托”团伙
半年骗钱500万元

听说过“酒托”“茶托”，没想到还有“衣托”。在湖北省武汉市，一种新型网络电信诈骗

手段出现——诈骗团伙先引诱男性受害人上钩，安排女孩与其“约会”，劝说受害人到骗子

的服装店高价购买衣服、包包等，得手后再将衣物交还服装店。

记者从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获悉，经过5个多月侦查，该局近日成功破获一起特大

“衣托”电信网络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45名，涉案金额5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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