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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入会享200万
“民族资产”
？
此骗局让全国 20 余万人被骗 1500 余万元，好在犯罪团伙被打掉
□记者 王新昌 文图

核心提示｜只需要交 69 元至 200 元不等的“项目费”，就能进入“黄氏基金会”，这个团伙宣称能解冻追回海外历史
遗留的民族资产，并以此资产向每位会员提供 80 万至 200 万元的养老费用、终身制工资等。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昨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这起诈骗案的详细内容，这个 12 人的犯罪团伙，在不足半年时间里，拉拢超过 20 余万名会
员，涉案金额高达 1500 余万元。

【案件】
网上收费招会员
宣称追回海外资产可分享

周口两级法院
开通涉农案件电话 12368

郑东分局案件侦办大队民警今年 11 月在工
作中发现，有一个电信诈骗团伙在网上非常活跃，
该团伙犯罪嫌疑人宣称，国家正在解冻追回海外
历史遗留的民族资产，并用该资产发给会员，该团
伙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大量会员，
收取
“项目费”。
经初步摸排调查，郑东分局案件侦办大队长
张慷发现此案涉及人员多、金额大，立即向分局党
委书记、局长张予西汇报。张予西局长高度重视，
责成案件侦办大队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快
速侦破此案，
尽最大可能挽回群众财产损失。据了
解，
郑州市公安局近日举行了
“践行十九大,民警听
民声”主题活动冬季严打工作部署，郑东分局紧盯
“盗抢骗”
犯罪等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案件，充分调
动各警种力量，全力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稳定。
张慷说,为侦破此案，他们一方面组织精干力
量对该团伙的人员架构和诈骗模式继续开展调
查，另一方面安排侦查员分赴广东、贵州、云南等
地查询大量银行信息，落实受害人数、涉案金额。
11 月 22 日，办案民警兵分两路，一路由张慷带队
赶赴广西某市，一路由教导员李耀宗带队赶赴河
南某市。因嫌疑人藏匿的地点多为山区，基本都
在悬崖峭壁之上，为方便调查，张慷一行驱车从郑
州出发。到达广西某市开展工作后，得知嫌疑人
在珠海作案的消息，于是一部分办案民警又从广
西直奔珠海，到达珠海时未能发现嫌疑人踪迹，从
珠海又前往广西某市，经过连续三天的奔波，11 月
26 日，张慷一行在广西某市大山里将主要嫌疑人
刘某成功抓获。同时，藏匿于河南某市的该团伙
骨干成员也悉数落网。

【案破】
拉拢 20 余万人入会
涉案金额 1500 余万元
嫌疑人常某供述，在 2017 年 4 月联系到之前
做基金项目的
“何大姐”，称可以使用
“黄氏基金会”
（据称该基金会负责人黄某是百岁老人，长期在美
国疗养）的名称开展业务，随后 7 月底便组建了相
关团队，并根据刘某等人伪造的海外资产项目文
件、材料，
由下线骨干人员分头开始工作。
据办案民警介绍，2017 年 7 月以来，刘某等人
先后多次与
“黄氏基金会”常某对接，声称有数百亿
海外民族资产可以解冻，一旦资产解冻追回便分给
每个会员 80 万至 200 万不等的养老费用。为调动
“基金会”的积极性，刘某等人承诺给予基金会成员
终身制工资，发展的部分会员享受 90 万至 150 万
元不等的奖励。办案民警分析，该案中涉及的“项
目费”低至 69 元~200 元不等，该团伙发展十分迅
速，不到半年时间已拉拢 20 余万人入会，涉及金额
1500 余万元。截至 11 月 26 日刘某到案时，其随
身携带有 177 万元人民币，350 万元港币，以此方
式获取的大量现金均被其挥霍消费。
目前，该团伙 12 名主要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
拘留。

☆提醒
不贪便宜
是最好的防范

看上去很美
骗子伎俩——
1.让人交 69 元至 200 元的
“项目费”
↓
2.进入
“黄氏基金会”
↓
3.团伙宣称能追回海外民族资产
↓
4.然后以此资产向每位会员提供 80
万至 200 万元的养老费用
警方追回的现金
交 69 元至 200 元不等的“项目费”，能享受 80 万至
200 万元的养老费，而且终身领工资……如此荒唐的诈
骗宣传，竟然有超过 20 余万人上当受骗。
“宣称追回海
外资产的幌子，相对于普通的诈骗伎俩，有一定的诱惑
性，加上 69 元至 200 元的上当成本，很多人抱着试试的
心态上当了，而且上当后觉得 200 元也不多，就没有及
时报警求助。”办案民警说。对此，他提醒大家，
“民族
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是一种借助互联网传播，集返
利、传销、诈骗为一体的新型、混合型犯罪，大家在工
作、生活中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他人在网络上发布的
相关信息。另外，警方建议家庭成员之间加强沟通联
系，降低受骗上当的概率，一旦
遇到可疑情况，应尽快向公安
机关报案。

□记者 于扬 实习生 李玉坤
本报讯 年末岁尾，又到农民工讨
要工资的高发期。大河报记者昨日从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市两级
法院依托 12368 服务平台，已开通了
涉农服务热线，并安排专人接听，及时
为农民工解答有关法律问题。
同时，周口市中院要求今年 11 月
15 日以后新接收的“拖欠农民工工资”
等涉农案件结案率要达到 85%以上，
未办结的春节前要妥善处理。
涉农维权，法院撑腰。从 1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 月 15 日，是周口全市法
院第九次“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
办理”等系列涉农维权活动的专项行
动时间。目前，这项行动正在如火如
荼开展。
根据部署，涉农案件主要分为 3
类，分别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农村
“三留守”人员维权案件和坑农害农案
件。活动期间，周口市要求两级法院
依托 12368 平台，开通上述涉农案件
的热线服务电话，安排专人负责接听，
及时为农民解答有关法律问题。
对于涉农案件，周口市要求快速
立案，快速分流，快速化解纠纷。今年
11 月 15 日以后新接收的“拖欠农民工
工资”等涉农案件，结案率要达 85%以
上，
未办结的春节前要妥善处理。
对集体性欠薪纠纷，要集中立案、
送达、开庭，确保有理有据的农民朋友
打赢官司，以最快的速度帮助农民工
拿到工资报酬。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周
口全市法院已办理拖欠民工工资等涉
农案件 276 起，
涉及金额 2900 余万元。
“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社会效果，
与各级法院的努力密不可分。”周口市
中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具体行动中，
全市法院设立排查、审理、执行等 6 个
小组，
确保不漏一案、不漏一人。

固始县法院：

树立五种理念
攻克执行难

☆提醒
遇事
别嫌麻烦要报警

□记者 张瞧 通讯员 裴国刚

这个团伙要钱不要“脚”

敲伤成员脚趾 伸到车轮旁碰瓷
□记者 段伟朵 通讯员 闫晗
本报讯 12 月 6 日上午，中牟县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跨省团伙“碰
瓷”案，20 人团伙来自上海、江苏等多地，
辗转河南、陕西、山西等多地，作案 65 起。
该案持续庭审9个小时，
将择日宣判。
这个跨省团伙如何作案呢？涉嫌诈
骗罪的跨省团伙，共 20 人集中受审。为

法院撑腰
帮农民工讨薪

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团伙会提前物色一
名脚趾骨折的被告人或者将某一被告人
小脚趾敲打骨折，驾驶车辆流窜于全国多
地高速服务区，选择服务区高档的过往车
辆为作案目标，在目标车辆离开时，女性
被告人故意将脚伸到目标车辆轮胎旁边，
随后以脚趾被轧骨折为由对受害人实施

敲诈，
受害人因急着赶路少有报警的。
20 名犯罪嫌疑人活动区域涉及河
南、陕西、山西、湖南、湖北、河北、安徽、甘
肃等 17 个省，共作案 65 起。他们长期盘
踞在高速公路上，
每次作案 4 至 5 人。
庭审持续了 9 个小时，因案情复杂，
中牟法院将择期对本案作出一审宣判。

本报讯 今年以来，固始法院树立
“五种理念”，攻克执行难题。一是树
立“以打促执”理念，开展集中行动。
二是树立联合惩戒理念，探索联动机
制。三是树立质效并重理念，推进改
革。四是树立强抓队伍理念，优化后
勤保障。五是树立宣传引领理念，创
新宣传方式。截至目前，该院共受理
执行案件 1900 件，执行到位标的 3.2
亿元，拘留失信被执行人 400 人，移送
公安机关追究拒执罪 280 人，已依法
对 82 名被告人处以刑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