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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股民遇上新骗局
单笔诈骗金额高达134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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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江津王洪波诊所医疗机构许可证副本登
记号：PDY60259850011617D2112声明作废◆重庆市南岸区宗钦志愿者协会遗失兴业银行重庆南岸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7149101）声明作废◆重庆亿全天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087199099），声明作废◆遗失刘建军2021年发警官证101857声明作废◆遗失李可2019年发警官证301745声明作废◆遗失王书良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
可证编号:JY25001080248087，声明作废◆南岸区胡满堂串串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81078034声明作废◆重庆利来人才直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重庆友聚物流有限公司渝BR5678营运证、渝BU2310
营运证、渝BZ8369营运证及渝BR9329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市南川区韦纯兰农家乐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许可证号：JY25001190098577，声明作废。◆渝中区轩味食品经营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JY15001031059741，声明作废◆遗失柏自秀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1500151002323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芒果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一枚作废◆遗失重庆优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
章备案回执50038220211108023作废◆遗失李家强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JY25001010063023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市北碚区方山境幼儿园（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2500109MJP57712XN）拟将注
销，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45日内
到本中心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遗失代理商上桥正街恒顺通讯(钱树)
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开具的保证
金收据2张，收据编号为：CF0000175(金额10000
元)，CF0000308(金额5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王山虎、常虹遗失重庆市江津双福恒大金
碧天下600-206号房，收据编号 cqtxn
0055275.金额26006元；收据编号cqtxn
0055276. 金额 16203.30 元；收据编号
cqtxn0074992.金额6680.8元，声明作废
乌江白马至彭水航道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公示：项目建设地点涉及武隆区和彭水县。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
baidu.com/s/1fFZfpCS88LDFKtHpB8TNVA?pwd=
g3yw，提取码:g3yw。纸质报告书前往建设单位地址（江
北区红石路2号东和银都B座重庆市港航海事事务中心办
公室）获取。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
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
件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本项
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不接受
与环保无关的问题。征求意见时间为即日起至2022年9
月15日，不接受与环境保护无关的问题。联系人：方工，
联系电话：023-89183582，邮箱：761381119@qq.com。

本人张崇渝遗失重庆人道美食品连锁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 4 张保证金收据。收据 1：编号
0012223，金额50000元，开票时间2020年7月
27日；收据2：编号0036425，金额20000元，开
票 时 间 2021 年 7 月 26 日 ；收 据 3：编 号
0006251，金额18000元，开票时间2021年9月
22日；收据4：编号0042090，金额20000元，开
票时间2020年12月24日，以上收据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三峡书报刊传媒有限公司押金收据2张
分别如下：报刊亭编号5-78，姓名：王青松，开票
时间2011-5-17，收据号0035702（金额10000
元）；报刊亭编号5-76，姓名：赵光义，开票时间
2011-5-17收据号0035703（金额10000元）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双福津城首府方案修改公示的公告
津城首府项目业主及有关利害人：津城首府项目位
于重庆市江津区双福新区北部，紧邻九龙坡区走马
镇。目前项目建设单位重庆骄王地产有限公司申请
对经审批的总平面图、津城首府8#楼、1#车库进行
局部修改调整，该项目已通过相关程序审查，重庆市
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2022年9月9日至
2022年9月15日在江津区规划展览馆规划公示栏、
项目所在地、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
对调整内容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
到江津区规划展览馆规划公示栏、项目所在地现场
及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查看，欢迎
相关利害关系人及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 编：402260 电子邮箱：375460167@qq.com
联 系 人：彭先生 联系电话：023-47696261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2年9月8日

闭店公告：喜地山·王子盛宴（渝北区王地盛宴自助餐厅）
各会员，因特殊原因导致本店亏损严重，无法继续经营，
本店定于2022年9月12日闭店，现公告提醒持有本店会
员卡的客户，请于2022年9月13日到30日到本店处理
会员卡退费事宜，逾期者作自动放弃处理。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渡口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遗失招商银行重庆分行大渡口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9051901
编号:6530-0098250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吉义诚劳务有限公司劳务派遣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5001172021009作废◆遗失城口县张光荣百货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JY15002290071403声明作废◆曾佑瑞遗失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住院医疗费专用收据（2020年
10月14日入院），发票号000061345，金额16303.09元，声明作废◆璧山区正兴谢春梅小吃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200047016，现声明作废◆遗失忠县悠雅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编号JY25002330040451，声明作废◆冉冏宇遗失西南航天职工大学工业
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证书，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美的家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保价合同美B0152（2份)，声明作废。◆南川区陈家湾农庄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编号：JY2500119001380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新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人章
（张小灵）、公章（编号2003122220006）、
财务章(编号2003122220006），声明作废◆重庆益友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渝A98B
2V道路运输证，证号：500402051271，声明作废◆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第四联）票号001916874，缴费金额为750元，声明作废◆李俊钢遗失重庆市红岭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重庆增值
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编号04275785，金额5871.75元，作废◆遗失罗钰皓.男.2019-12-6出生证编号 T500388709作废

公开征集仓库空调设备租赁服务项目供应商比选公告
因经营发展需要，重庆交运物流有限公司拟对所属交运物流基地2#、3#仓库实施恒温库改

造，兹邀请符合本次租赁服务要求的供应商参加本项目的比选。
一、项目名称：重庆交运物流基地2#、3#仓库空调设备租赁服务项目。
二、实施单位：重庆交运物流有限公司。
三、项目简介：重庆交运物流基地2#、3#仓库位于重庆沙坪坝区渝桂大道50号（重庆交运物流

基地内），2#、3#仓库均为单层门式钢架结构，2#仓库建筑面积9600㎡，3#仓库建筑面积8200㎡，
建筑室内空间高度均按12m计算。

四、供应商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参加本次征集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五）拟采用比选方式确定供应商一名，不接受联合体参与。
五、报名事宜：本次比选采取实地报名并领取相关资料。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

作日内进行报名，即2022年9月8日至2022年9月13日09:00～12:00，14:00～17:00（北京时
间），过期不再受理报名。报名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月台路18号口岸贸易服务大厦9楼
901室，重庆交运物流有限公司。联系人：贾远成，联系电话15823325799。

重庆交运物流有限公司 2022年9月8日
水石鑫公司渝DA9301营运证500110131354遗失作废。
祥悦公司渝BU6726营运证500110124110遗失作废。弘
睿公司渝D04076营运证500110077240遗失作废。重庆
祥华公司渝 BY0098 号 500110127444，渝 BV5687 号
500110039329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圃瑞公司渝A72792
号 500110125055，渝DR2799 号 500110096963 营运证
遗失作废。重庆财通公司渝BR3672号500110013886，
渝 BS8638 号 500110121028，渝 BR1181 号 500110111
464，渝BR6017号500110124810运输证遗失作废。感恩
有您公司渝DW0355运输证500103073390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美普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097019114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竣德海货物运输服务部公
章一枚，编号5001097104901声明作废◆杨均亮遗失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安分
局警官证，警号：10683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金邦货物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7A552
（500115048275)道路运输证号，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长寿区菩提街道红花村卫生室
公章壹枚，编号 5002211081364，声明作废

股票市场一定是个“大
鱼吃小鱼”的地方。至少在
直播间里，“明星导师”是如
此教的。7月，在一堂隐秘的
免费股票课里，“明星导师”
号召“学员”购买虚拟货币，
筹集资金当“大庄家”，一起
“割韭菜”，“要跟上队伍啊，
那可是最后的机会了！”

每天，这个直播间有
200多个“学员”按时上课，
这些人中有医生、公务员、老
师，大多都是老股民。同时，
观看直播的还有重庆市渝北
区公安分局的 20 多位民
警。他们每天按时上课，盯
着屏幕，试图寻找这群“明星
导师”的破绽——这样的角
力已经持续半年了。

今年1月，重庆渝北分局
的民警接到报案，一个拥有
多家公司的老板在这个直播
间被诈骗了1340万元。

接到报案的当天，重庆
警方迅速成立了由重庆市公
安局刑侦总队牵头，市公安
局网安总队、渝北区公安分
局联合参与的专案组，命名
为“1340案”。

在犯罪窝点找到的工作记录本。
受访者供图

“60后”博士
因好学股票课上被骗1340万

被骗了1340万元的受害人叫刘旭。这个有博士学历的“60
后”老板是“主动”找上骗子的。2021年下半年，他看到网络上
一篇写股市的文章，文末有一串QQ号，欢迎有意学习炒股的人
加入学习，上股票课。

只要加上QQ，“大户俱乐部”的大门就彻底敞开：每天可以
免费上两个小时的股票直播课，开课老师都是行业内有名的“明
星导师”，老师还会推荐几只股票，让学员增加实践的经验。

对于好学的刘旭来说，这是一次深入了解股票的机会。他
一边学习，一边尝试在自己的股票账号里操作——老师推荐的
股票总体上赚得多，亏得少，这增强了他的信任感。每个“学员”
还配有一个联络人，随时随地为学员解答问题。

股票课持续上了3个月，“老师”们始终没有提到“钱”，甚至
从不打听“学员”的资金、职业等个人情况。

后来民警调查才知道，那是骗子用AI充当水军，编写虚假
评论和点赞。但这些操作并没有让刘旭起疑心。至此，他的钱
依然在他自己手里。

钱真正脱手只花了三四天。2022年1月，直播间里一位
“老师”说，一家国内知名公司在美上市后，被美国打压，想要回
国上市，有资金缺口。如果直播间的“学员”们能一起凑齐这笔
资金，后续等公司成功上市后，最初参股的人能获利8倍。

他开始催促学员购买虚拟货币，通过炒币补齐资金缺口，
“快速决定，大家都是国家的一分子！”

直播间里另一个老师站出来反驳，为“学员”的利益考虑：虚
拟货币是不被允许的，这个投资方式太激进了。“激进派”和“保
守派”开始约定比赛，看看谁能最快筹到回国上市的资金。

刘旭旁观着这场比赛，许诺上市后的获利让他心动，“这是
在爱国的基础上赚钱”。

最后，当然是“激进派”顺利筹资，获得压倒性胜利。直播间
开始组织学员，按规定的时间点，分批次购买虚拟货币。

刘旭最初花了50万元买虚拟货币“试试水”。“老师”提供的
账号，源头是一家新开的公司，他还没有足够信任。他要求提
现，试试看钱能不能重新回到自己账户上。

当他卡里出现6.5万元的提现资金后，他彻底相信了，在随
后三天内，陆陆续续投入了1340万元。他看着账户里，虚拟货
币的获利慢慢涨到了几亿，“这来钱太快了，比他干工程快得
多”。后来，他和民警说，那会儿自己甚至开始考虑退休，再也不
用奋斗了。

直到联络人许甜再也不回信息了，刘旭才隐约明白，账户里
滚动上涨的虚拟货币都是假的，那笔提现的资金，只不过是吸引
他加大投入的“甜头”而已。

“985”高材生
欠下百万赌债后设局诈骗

在刘旭为直播间疯狂的时候，许甜正在武汉一个小区里，和
上百个“学员”保持联系。

成功骗了1340万元后，许甜捞了一笔分红，给家里的亲戚
长辈每人包了一个5000元的大红包，还大方邀请相熟的好朋友
去江西旅游。这次赚钱，让她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这个90后女孩曾经是个被宠爱的女孩。她有个弟弟，但父

亲更偏袒她，甚至把经营的工厂交给她管。
林强就是这个团伙的“小老板”。他出生于1984年，是家里

的独生子，一所“985”高校计算机专业的高材生，在两家世界
500强企业工作过。

许多民警形容林强时，会用到“狡猾”这个词。进入这个骗
局的前后，他终日泡在牌桌上，欠下了一百多万元的赌债。

他把生活和骗局完全隔绝开。为了躲避公安的追查，这群
人工作时会关闭日常使用的手机。每次成功诈骗后，他们会把
作案手机和电脑砸坏后扔掉，并马上清空所有电子证据。就连
林强的出行都完全找不出规律。

刑警易攀是“1340案”的承办侦查员。他分析，最近三年，
国内反诈宣传力度和侦查强度加大，大多数诈骗团伙都迁移到
海外。敢在国内作案的诈骗犯，大多拥有较强的反侦察能力。

后来警方才知道，有人曾花1.5万元去国外学习“如何当好
一个骗子”，其中就包括了反侦察的伎俩。

受害人“素描”
教授老师医生多是老股民

但其实，今年1月，警方就盯上了这群人。
在接到刘旭报案后的一周内，全国各地有25位受害人也陆

续报警。他们都是直播间的学员，在上了3个月免费股票课后，
在几天内被集中诈骗。

“1340案”负责人王亮概括受害人的特征：50岁以上、男性为
主、城市的高知分子、大多是老股民，许多人是教授、老师、医生。

有个受害人，曾掉进其他投资理财骗局里，对这类骗局有强
烈的警惕心。但他们面对的，是一群极有耐心的骗子，能花3个
月时间，慢慢建立受害人的信任。一个民警概括这个骗局的特
点，“诈骗时间更长，诈骗金额更大。”

当易攀赶到武汉的窝点时，却在小区监控里看到，林强和许
甜在作案后，大包小包地拎着东西外出。他判断，这个案子的物
证都在包裹里，已经被嫌疑人销毁了，倘若马上抓捕，缺乏物证，
只有嫌疑人的供述，难以立案。

他顺着林强的线索往深查，摸到另外一个诈骗团伙，以相同
的手段诈骗。另一个诈骗团伙的招募更加严格，要求联络人至
少要有本科学历，了解股市和金融市场，会用专业的金融术语与

“学员”沟通。
王亮形容，这两个诈骗团队就像是两个“施工队”，负责在国

内招募联络人，开直播间；他们的大老板在国外，负责提供诈骗流
程和整套直播的视频课，是这个骗局的“大脑”，拿最多的分成。

遍布全国各地
受害人600多人涉案金额过亿

锁定了嫌疑人和窝点后，警方的侦查一度中断。直到4月，
这群骗子又重开了新的直播间。

这是一场比拼耐心的较量。
直到7月中旬，直播间再次提到大公司在美上市后被打压，

希望回国上市的时候，民警已经准备好了，要开始收网。
为此，民警已足足等待了半年。这个案子的受害人共有

600多个，遍布全国各地，涉案金额过亿。重庆派了31名民警
到武汉，计划到12个窝点抓捕17名嫌疑人。

收网时间就定在7月20日早上6点，是直播间里号召购买
虚拟货币的第二天。

那是一个无风的阴天，武汉的气温升到37摄氏度。
民警选择不敲门，破门而入的方式，不让骗子有时间销毁证

据。“轰”的一声，门弹开了。其中两个嫌疑人正趴在门后处，准
备从猫眼看看门外的情况，还没来得及跑，就被摁倒。

最后，在这个窝点，民警抓了4个嫌疑人，从现场缴获了30
多部手机、3台电脑和若干记账本。对电信诈骗案件来说，人赃
俱获是难得又成功的结果。

在主要窝点人赃俱获以后，抓捕林强的行动也开始了。
7月20日早上7点15分，林强一个人走出家门。他趿着拖

鞋，穿着短袖短裤，一副没睡醒的样子。他被一通电话吵醒，电
话那头的男人不小心剐蹭到他的汽车，他得出门查看。就在他
低头查看剐蹭时，身后的男人突然把他摁住了……

在审讯中，他告诉警方，自己丝毫没有察觉过被警方盯上了。
而许甜是在家里被抓捕的。易攀回忆，许甜当时坐在床边，

长吁一口气，“我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她的父亲给她打电话，
愿意帮她退还赃款，后续还两次来重庆看望她。

坐在审讯室里，林强说，最怀念的日子是大学实习期间，下
班后和老婆去吃几十元的火锅。但有了小孩后，他的经济负担
加重，那种幸福感少了很多，“一个男人的责任，是要让家人过上
好生活。”而他理想的好生活，是有一两套房子，和家人同住。

（文中林强、刘旭、许甜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一群极有耐心的骗子一群极有耐心的骗子，，能花能花
33个个月时间，慢慢建立受害人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