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诈骗套路深
警方介绍，这是一种新型诈骗手

段，以公司化为背景，以无抵押、无征
信要求、低利息、手续简便为诱饵忽悠
蒙蔽受害人。对方采用少量发放贷款
的方式，一步步诱骗。因该案诈骗金
额起点低，多数受害人没有报案，致使
该诈骗公司持续发展“会员”，非法获
利。警方提醒市民务必提高防范意
识，切莫掉入诈骗分子套路之中。

本报记者 钱也

■警方提醒

2018年1月4日 星期四

主编 陈文越 责编 程果 视觉 尹晶 朱兴羽 制图 朱正非 见习校对 宋美妮

0606 ▲

更多精彩尽在《上游新闻》

身边事

交几千元办理激活消费卡，就能获得30
万元~50万元的贷款，无需抵押和征信，手续
简单。这个交易看似诱人，背后却是一个庞
大的诈骗陷阱。

近期，在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指导下，渝北
警方分赴多地，一举捣毁以贷款为名实施诈
骗的7个犯罪窝点。经查，受害人7000余人，
遍布全国27个省市，涉案金额高达千万余
元。昨日，重庆晨报记者从渝北区公安分局
获悉，部分涉案人员已被检方批准逮捕。

男子想贷款，掉入连环陷阱

张某某是受害者之一，急需贷款的他，通
过杨某介绍，以及在河南得创易购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业务员李某某的诱骗下，办理了“得

创易购”消费卡。
工作人员告诉他，要缴纳激活费才能放

款。张某某缴纳了4500元，可实际只收到贷
款1182元。为申请更高额度贷款，他按对方
要求归还了这1182元。同时，对方提醒，因
为张某某没有在“得创易购”网上商城消费，
贷款额度只能在1000元以下，所以这一次只
放贷992.5元。

当他又将992.5元归还后，选择在网上商
城买了一只手表，提出申请30000元贷款。
之后，公司不再发放贷款了，客服的回复是，
在“得创易购”网上商城消费10000元，才能
贷款8000元。

这时，张某某才意识到自己掉入一个连
环陷阱，2016年10月，他向渝北警方报警。

警方侦查，赴四省抓获97人

接报后，渝北警方立即开始侦查，明确这
是一起以“公司化”运作形式为掩护的跨区域
系列电信诈骗案。总公司位于河南省郑州
市，另外4家加盟商分别在河南、山西、河北、
湖北。公司以持续扩张趋势进行诈骗。

渝北分局专案组侦查多日，于2017年8
月9日，调集230余名警力组成9个组，赴河
南、山西、湖北、河北等地，于8月11日上午多
地同时抓捕，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97人。

目前，2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渝北区人民
检察院批准逮捕，53名犯罪嫌疑人被渝北区
公安分局监视居住，7名犯罪嫌疑人被上网追
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办张“消费卡”就能贷几十万？都是套路
重庆警方破获特大网络诈骗案，涉案金额达千万元

“猜猜我是谁”这10类网络诈骗中招的最多
市反诈骗中心梳理了2017年接报通信网络诈骗案件十大类，发布案例再次让大家提高警惕

作案手法：犯罪分子以开网店需快
速刷新交易量、网上好评、信誉度为由，招
募网络兼职刷单，承诺在交易后返还购物
费用并额外提成，要求受害人在指定网店
高价购卖商品或缴纳定金的方式骗取受
害人钱款。

相关案例：2017年11月，渝北的杨
某通过一条陌生短信，做起了刷单拿佣
金的兼职。他多次按“客服”要求网购指
定商品，并得到佣金。但在支付了一单
总计48240元的商品后，对方声称只能
继续做任务才能返钱，于是杨某报警。

警方提醒：承接兼职要了解兼职是
否正规合法，对于此类非接触性口头交
易，且以各种缘由要求提前打款均应提
高警惕。

作案手法：犯罪分子冒充医疗专家
教授，通过打电话或发微信，对老年、病
患群体进行“关爱式”问诊，夸大受害者
病情，鼓吹产品疗效，虚构其疾病治愈
率，用廉价的健字号药品或其它“三无”
药品冒充“特效药”高价出售，并采取邮
寄到付进行诈骗。

相关案例：2017年12月，重庆警方
通报一起涉案金额达千万元的“保健
品”推销诈骗案。犯罪嫌疑人通过“话

术”剧本来哄骗老
人买保健品，不少
老人花上万元甚
至十几万购买。

警方提醒：
购买商品应选正
规渠道；凡自称
相关机构打来电
话，一定要查证
是否真实存在；
不 要 轻 易 相 信
QQ、微信等发布
或电话推销的购
物信息；谨慎填

写个人信息。

作案手法：犯罪分子冒充客服人员
以网购交易不成功给客户退款等为由，
向受害人发送虚假退购网址，从钓鱼链
接后台窃取信息，进行转账或消费。

相关案例：2017年7月，秀山的胡
某在某网站上购买了一批书籍，当晚接
到“缺货退款”电话。胡某在对方提供
的网站上输入验证码，被骗2352元。

警方提醒：如有人提到付押金、手
续费、抵押款、保证金或是提供网站退
款等，均要提高警惕。

作案手法：利用木马程序盗取对方
QQ密码，截取对方聊天视频资料，冒充
该QQ账号主人对其QQ好友以“患重
病、出车祸”、“急需用钱”等为由诈骗。

相关案例：2017年7月，綦江的刘
某在QQ上接到“老板”信息，要求向其
提供的银行账号上转账90万元。好在
被警方成功止付冻结。

警方提醒：接到他人的网上提出借
钱、转账等要求时，最好当面或打电话
与本人核实清楚。

作案手法：犯罪分子冒充相关单位
工作人员，以事主银行卡、电话、有线、
社保卡、医保卡等被冒用涉嫌洗钱、贩
毒等为恐吓事由，再冒充公检法工作人
员，诱骗事主向“安全账户”转账打款。

相关案例：2017年7月，江津的苏
某接到“公检法工作人员”电话，称其涉
嫌一件非法洗钱案，要求苏某将50万
元转至“安全账户”以证清白。苏某筹
钱准备转账，警方及时发现制止。

警方提醒：公检法工作人员办案，
绝对不会使用电话方式。

作案手法：犯罪分子通过发布低息、
免担保的虚假贷款信息，以交纳年息、检
验还贷能力、保证金、手续费、税款、代办
费为由，要求受害人汇款。

相关案例：2017年4月，渝北的王
某打算通过某贷款网站贷款，结果骗走
王某8000元。

警方提醒：应到银行或实体正规贷
款公司办理贷款，提高对所谓低门槛放贷
的警惕。

作案手法：犯罪分子发布可办理高
额透支信用卡或提升信用卡额度的广
告，以“手续费”、“中介费”等虚假理由
要求事主连续转款。

相关案例：2017年12月，九龙坡的
徐某在网上看见广告，对方声称可办理
透支额度为15万元的信用卡，要求徐
某缴纳手续费、点子费等，最终，小徐数
次向对方付款3.9万元，结果信用卡根
本无法使用。

警方提醒：办理信用卡应到银行网
点，或登录银行官方网站在线申请。

作案手法：犯罪分子发布复制手机
卡、提供考题、私家侦探、办理证件等虚
假服务信息，以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
将钱打到指定账户。

相关案例：2017年3月，渝北的左
某因怀疑丈夫出轨，在网上搜到一家私
家侦探公司，对方要求左某先支付
6800元，左某转账后，对方又提出汇款
9800元，左某报警。

警方提醒：私家侦探目前在我国并
不合法，网上寻找私家侦探，极有可能
遇到骗子。

作案手法：犯罪分子以证券公司名
义散布虚假个股内幕信息及走势，获取
事主信任后，又引导其在自身搭建的虚
假期货、现货交易平台交易，并大肆发
展所谓“加盟商”为其引诱受害者进入
其虚设交易平台，进而通过虚假注资、
人为操控市场行情的方式，使受害人在
交易平台内大额亏损、爆仓，达到大额
获利。或是以投资公司名义发布高收
益理财产品广告，诱骗投资，得手后就
以网站维护或被查封为由关闭网站。

相关案例：2017年8月，荣昌的杨某
加入一个投资理财QQ群，有人声称可
提供10-50%收益率的投资项目，杨某
投入1000元在客服提供的网站上投资，
在“赚”了1.1万元后想提现，被客服要
求需再充值5000元，最后被骗2万元。

警方提醒：理财时注意甄别理财信
息真伪，对各种投资理财信息，应通过
咨询信息涉及的相关主管部门进行确
认，不可随意相信不明投资信息。

作案手法：犯罪分子获取受害者的
电话号码和机主姓名后，打电话给受害
者，让其“猜猜我是谁”，随后根据受害
者所述，冒充其熟人或领导。随后，编
造自己被“治安拘留”、“交通肇事”或需
向他人送礼等理由，让受害者向指定账
户汇款。

相关案例：2017年3月，大足的颜
某接到一陌生来电，对方让颜某“猜”，
颜某报出一个名字后，对方便用这个身
份向她借钱，好在警方紧急止付，不然
颜某差点被骗5000元。

警方提醒：只要涉及钱财，不乱猜、
不转账、多核实。

本报记者 王梓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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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网络诈骗的手段层出不穷，如何做好防范？一定要“对症下药”。昨日，
重庆市反诈骗中心梳理了2017年全年接报通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十大类（达到
全年接报案件的81.44%），分析作案手段，发布相关案例，提醒市民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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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养老
◆痴瘫重危者全程托护67903369

品牌婚介
真爱婚介 诚信十年
免费配对包成功68780161

代办执照、资质、商标、税务、验资、审计、评估、年检
重庆工商服务中心
6380222663722799

工商咨询

◆苟徽遗失记者证B50000355000209声明作废
◆重庆市北部新区恩宽烟道厂遗失税务登记
证副本，渝国税字 320911197601174，声明作废
◆渝中区群辉建材经营部遗失重庆渝北银座村镇
银行总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0
204301，账 号 630158760100015，声 明 作 废 。
◆渝北区龙塔街道阿富尔酒店遗失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 513031197610096898，声明作废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平，有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营业中酒店整体出售
璧山金都大酒店整体出售。酒店
位于璧山区商业中心—天怡步行
街，共七层，产权面积4958.93平
方米，产权清晰，无抵押。有意者
请致电：17783249779，涂先生

租售转让万
事
通

仓库出租
二郎迎宾大道旁仓库出租，交通方便
电 话:18908301899

公 告
因 项 目 部 已 完 工 程 静 同 志 (身 份 证 号:
51022119780404****)劳动合同已到期，我单位决
定与该同志解除劳动关系，鉴于该同志拒绝与单位
沟通，且在我单位未办理离职手续情况下又与其他
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经项目经理部研究决定对
程静进行开除处理，特此声明并向社会公示。
重庆单轨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北延第五项目部

刊登
热线

18166342955
15320323186

万事通晨
报

郑重
提示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作法律
依据，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广
告

雷霆 债务
全国债务成功付费

6773734667076745

咨
询★

商务调查

遗 失
◆重庆瑞达运输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核准号为500105010336，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牟玲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渝
税字：500235198902098242号，声明作废
◆邢中秋遗失失业证，证号5001030112100184作废
◆遗失吴峻宇《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236676作废
◆遗失重庆彤睿家庭农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
U31QWXA）2015年10月12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曹启平遗失母婴护理证1531040000693，声明作废

重庆禾馥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遗失
2014年5月1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500105000159625；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500105590548761，声明作废

重庆众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2014年 07月04日颁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500105000158403）、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原件（税号：500105590523644）、
代码证正副本原件（代码号：59052364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重庆永
刘欧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500103000433109），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永刘欧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1月4日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税号:
91500000739817780H，由于职场搬迁，遗失
空白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5000162320，发票号：39517300，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10月21日核发的重庆艾博拓广告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7000042753声明作废
◆遗失2014.10.30渝九园区所核发的邹晓梅营业执照正副本作废
◆王蕾遗失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证 2015604017作废
◆遗失重庆市长庚物流有限公司渝BP9720营运证500115051963作废

声明：重庆博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从未刻制或
授权任何第三人刻制过编码为“2006071820001”，
印 文 内 容 为“ 重 庆 博 鼎 建 筑 设 计 有 限 公 司 ”的
印章，该印章系他人私刻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特此声明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关于菜园坝片区改造房屋征收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公告
为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590号令)、《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
（暂行）》（渝办发〔2011〕123号）以及《渝中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试行）》（渝中府发
〔2014〕32号）的规定，渝中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月2日作出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渝中府征
发〔2018〕1号），现将房屋征收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菜园坝片区改造房屋征收项目。
二、征收范围
一段：南区路238号；合力村三栋4-10号；合力村2号-4号、6号-11号、11号旁公厕、13号。
二段：渝铁村1号、4号、5号、7号、8号。
三段：渝铁村6号、9号、11号（幼儿园）、18号-20号、25号-26号。
四段：渝铁村17号、17号旁、27号、28号。均含附号。
五段：渝铁村19号附1号、附2号、21号-23号、29号、32号、33号；渝铁村34号公厕。
六段：渝铁村43号、44号、45号、53-54号。
七段：渝铁村56-58号。
八段：王家坡3栋；王家坡7号；王家坡正街101号（同属王家坡街27号）；王家坡32栋1-8号；王

家坡新村5、6、10、12、12号附1；王家坡垃圾站；王家坡正街101号（王家坡街27号）旁公厕；王家坡3
栋旁公厕；竹林公园内管理房；下徐家坡1号-4号。

九段：王家坡新村14号、16号、16号附2号、18号、18号附1号、105号、120号、122号-123号、
125号-129号；铁路坡31号-33号；王家坡新村120号旁公厕。

三、征收部门：重庆市渝中区房屋管理局。
四、签约期限：共计60天，具体时间从2018年1月11日起至2018年2月11日，2018年3月3日

起至2018年3月30日止。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注册
号为500382005811062的重庆凯迅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天内到我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凯迅汽车销售有限公司2018年1月4日

重庆皇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沙坪坝支行覃家岗分理处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030101012044000
1507，核准号J6530029416101，声明作废

李茜遗失恒大世纪城29栋102号房屋购房合同及收
据，首付款收据号SJC10038883，金额599840元；大
修基金收据号SJCL0036248，金额11248.8元；契税
收据号SJCL0030998，金额59629.2元，声明作废

重庆市南川区纯洁淡水鱼养殖场遗失2013年3月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384200031389；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19062874045；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62874045，声明作废
◆胡宗洋遗失建设企事业单位专业管理人员岗位证书，岗
位职务：安全员，证书编号：渝1230004064600，声明作废

◆重庆炫零二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2006年7月21日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5009012110392声 明 作 废

选择产权调换的，从2018年1月11日开始办理交房、选房手续，具体事宜见《菜园坝片区改造房
屋征收项目安置房集中选房流程及规则》。

五、补偿安置方式：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
六、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见征收现场公示栏）。
七、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

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八、其它事项
1、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请其相关权利人即日起到征收现场办公室予以申报。
2、现场办公地点及联系方式
一段现场地址：建新一巷2号楼1单元1-1（渝铁村社区对面）；办公电话：63535202、63532677
二段现场地址：渝铁村15号（铁路公安大楼旁）；办公电话：13320235898
三段现场地址：渝铁村9号3单元1-2；办公电话：63907353
四段现场地址：渝铁村28号1-4；办公电话：63861906
五段现场地址：渝铁村19号附1号
办公电话：15123963831、15123208006、18696522330
六段现场地址：渝铁村49号（二楼）；办公电话：63907650
七段现场地址：渝铁村56号二单元1-3；办公电话：1532033330
八段现场地址：王家坡新村5号；办公电话：15215131451
九段现场地址：王家坡新村105号6-4；办公电话：15703074365
现场地址：王家坡新村14号9-3；办公电话：17723041156
现场地址：王家坡新村16号9-2；办公电话：17783043115
3、监督电话：63310696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 2018年1月4日

清算公告
我公司中标施工的城口县葛城街道庙垭村黄

金坪旅游发展道路建设工程项目于2017年11月
26日完工，并已经办理完竣工验收，工程决算等一
切手续，现登报通知所有涉及本项目有关债权人，
请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一百八十天内与我公司联
系并办理结算事宜，过期不予办理。
联系单位:江西赣基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工程部，财务部
联系电话：07928326260

公 告
我司承建的金域学府翰江一期渝南

分流道测乔木种植零星工程已全部完
工，现已交付使用，凡涉及该工程的债权
债务人，请于本公告之日起1个月内。
到我公司项目部结清全部债权债务。逾
期责任自负。
联系人：潘老师 18379372005
江西威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月4日
◆重庆暄翼航拍影像有限责任公司遗失2016.12.26.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459912926作废

◆重庆市河道管理站遗失重庆市财政局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3张，号码:759046687、791243009、791243051。声明作废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