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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试牛刀均小有斩获 大量买入 10 分钟损失近 10 万元

被骗的 1.2 亿，昨天发还受害群众
两江新区警方破获特大外汇诈骗案，涉案受损群众上千人

骗 我们一起防诈骗
昨天，两江新区警方发布了一起特大的外
汇诈骗案，抓获嫌疑人 66 名，涉案金额高达 3.4
亿元。当天，两江新区警方在 N37 月光之城广
场举行 7·13 特大外汇诈骗案追缴现金发还仪
式暨反诈骗宣传活动，将追回的 1.2 亿元现金
集中发还受害群众。

炒外汇收益更高更快
她把 50 万资金转入推荐平台
▲活动现场向受害群众发还现金。
◀现场堆放部分发还给受害群众的现金。
短短十分钟，鞠女士便损失近 10 万元。询问得
到的答复是近期市场波动大，运气不好正好遇
上，
并建议鞠女士加入白金班，
会有
“专家级”老
师进行指导，
但入班门槛为资金达到 100 万元。
为追回损失，鞠女士立即从股市内抽出 50
万再次投入该平台。在“炒外汇专家”的指导
下，
鞠女士频繁买进卖出，
但很快就发现平台账
户仅剩下 40 万元不到。

通过外围摸排，在掌握三家公司的人员基
本架构后，2015 年 8 月，在市局刑侦总队指导
下，
两江警方联合巴南区警方分赴江苏南京、浙
江杭州对 3 个诈骗窝点集中收网，抓获嫌疑人
66 人，涉案金额 3.4 亿元，受损群众上千人。
目前，追回赃款赃物 1.2 亿元，多数受损群
众受骗资金实现 80%以上追缴发还，38 人被法
院依法判决。

意识到受骗报警
民警破获
“上亿级”诈骗案

新闻多一点

此时，
鞠女士才意识到被骗，
立即将剩下的
钱转出并报警。接到报案后，
两江警方立即投入
侦查，
民警辗转上海、
江苏、
浙江等地查询近千张
银行卡交易明细和摸排诈骗公司运营情况。
经查明，涉嫌参与诈骗的“江苏某公司”和
小试牛刀均小有斩获
“南京某公司”利用自己架设的内盘炒外汇平
台，通过两会员单位发展客户在该平台上进行
大量买入十分钟损失近 10 万元
外汇买卖。实际上，客户的钱根本没进入国际
在老师的指导下，鞠女士小试牛刀均小有
市场，
买进卖出只是电脑程序模拟的虚假交易，
斩获，随即大量买入，但此次未能如预期上涨，
钱全进入了骗子的口袋。

两江新区警方年均侦破
电信网络诈骗案 2000 余件
近年来，两江新区警方破获了 7·6 特大网
络诈骗案、全市首例套路贷犯罪团伙案、特大网
络算命诈骗案等大要案件，年均侦破电信网络
诈骗案 2000 余件，年均抓获电信网络诈骗嫌疑
人 350 余人，
追缴赃款赃物数亿元。
而今年以来，
两江新区警方及时梳理案件，
联系受害单位负责人及受害群众，通过开展 60
余次上门和集中发还活动，将追缴的涉案财物

发还给案件当事人。

声音

▲

2015 年以来，国内股市一片红火。见行情
好，
市民鞠女士也投身股市，
但因缺乏专业知识，
便在网上加入了一些经验交流的 QQ 群。同年
4 月，一网友主动加其为好友，在闲聊之际不时
询问鞠女士炒股战绩，称自己有专家老师指导，
可在短时间内赚取高额回报，
并截图展示自己的
赚钱记录，
不时发布一些开豪车图片
“露富”
。见
对方炒股经验丰富，
赚钱又稳又快，鞠女士逐渐
相信对方，
进入对方推荐的视频聊天室
“取经”
。
在聊天室内，
鞠女士受到了热情接待，
讲师
每天都向其推荐股票行情及炒股技战法，并穿
插讲解一些炒外汇知识，细心解答鞠女士的疑
惑。眼见老师们推荐的股票一天一个涨停板，
外汇同样涨势凶猛，一天涨幅竟能达到 60%以
上，鞠女士对推荐入群的资深股民网友深信不
疑，
准备加入实战。
虽有部分炒股经验，但鞠女士从未接触过
炒外汇，
按照老师所称的股市已处高位，下跌风
险大，炒外汇涨跌均可买，而且收益更高、挣钱
更快的指导，鞠女士将卡内 50 万元资金全部转
入推荐平台。

受害者马先生表示，他是从宁夏专程来重
庆参加返还仪式的，他被骗百万元左右。当得
知自己受骗那一刻，可谓是寝食难安，夜不能
寐。当接到公安电话说“受骗款被追回”时，他
又一夜未眠，
那是感激。
马先生说：
“如果，
时代是出卷人，
民警是答
卷人，
人民是阅卷人。我作为人民，
给两江新区
公安民警打满分……”
“如今，电信网络诈骗手法花样百出，让人
防不胜防。两江公安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坚持
以新应新、以变应变，全力挤压诈骗分子生存
空间，及时帮助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让群众的
安全感更实在、更直观。”现场，警风监督员肖
良华表示，两江公安这次现场“大金额”发还活
动，用真实的案例提醒广大群众加强防范的最
好方式，希望大家能从中受益，自觉远离电信
网络诈骗。
重 庆 晨 报·上 游 新 闻 记 者 徐 勤 实 习
生 陶临

频频被法院传唤，
还被下达限制消费令……

被领导
“提拔”当单位法定代表人，遇上了大麻烦
近来，
一家公司因拖欠门面租金、员工工资
等，
多次陷入诉讼纠纷，
还是多起执行案件的被执
行人。何某离职后，
却因作为这家公司
“法定代表
人”
，
频频被法院
“盯上”
，
十分苦恼。万般无奈，
他
起诉到法院，
终于摘掉了这
“无厘头”
的头衔。

碍于情面
员工挂名法定代表人
2016 年，何某在成都某影城公司就职。工
作期间，
公司行政部门曾让其上交过身份证件，
并将上级公司旗下的另一家子公司——重庆某
传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头衔“挂”到他头上。
自始至终，何某也不清楚该公司的具体情况。
当时，上级公司相关负责人与何某提及过挂名
一事，
因碍于情面，
何某并未拒绝。
想着无非是在工商登记上填个名字而已，
不觉有不妥。何某也就一直“顶”着这样一个
“法定代表人”
的头衔。
2019 年，何某从该公司离职，但先前的“挂
名”
事件一直让他隐隐不安。离职后，
何某多次
向集团公司领导要求更换法定代表人，但均未
得到任何回应。

苦不堪言
代表人变
“失信人”
让何某没想到的是，后续的麻烦事越来

越多。
很多与重庆某传媒公司之间存在纠纷的人
都陆续找到他头上，莫名的成为“债务人”让何
某的生活受到了不小影响。
更麻烦的是，该公司目前已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何某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
表 人 ，频 频 被 法 院 传 唤 ，还 被 下 达 了限制消
费令。
何某表示：
“我工作生活一直在成都，却经
常为了该公司的案子在重庆奔波，周围人看我
的眼光都变了。我还坐不了高铁，往返路途很
是麻烦，
真的被这个虚名害惨了。
”
无奈之下，何某将该公司起诉至江津区法
院，
请求法院判决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

一锤定音
法院判决限期变更
法院审理认为，法人性质上属于法律拟制
人格，对外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
动，这就要求法定代表人与其所代表的法人之
间存在实质关联性。对公司法人来讲，其法定
代表人应参与到公司的经营管理中来，确实能
够对外代表公司行使职权。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
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
理担任，
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
当办理变更登记。

本案中，
原告何某并非公司的股东，
也与公
司并没有劳动关系，同时原告何某也未能实际
履行法定代表人职权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原告
亦明确提出不再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
此，原告事实上无法代表公司行使法定代表人
的职权，
亦不能对外代表公司。
被告重庆某传媒公司在原告多次要求变更
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怠于办理变更法定代表
人的相关手续，致使原告牵涉到民事、执行案
件中，已经给原告的个人信誉、正常生活造成
了严重影响。因原告何某并不是公司的股东，

无权提起召开股东（大）会，实无其他救济途
径，故本院判令被告限期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
更登记手续。

法官提醒
法定代表人有其光鲜的一面，但也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根据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失信
被执行人为单位时，其惩戒的对象还包括其法
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等，
不谋其政的挂名可能
承担较大法律风险。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徐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