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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某玉今年56岁，南
阳人，有一子一女。本该
是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
但是她却动起了歪脑筋，
将骗取婚姻约定初步达
成时男方赠送给女方的
现金、首饰等作为“生财
之道”。

杨某玉声称自己 30
多岁，并化名“张丽”，经
过一番精心打扮后，在同
伙雷某、茹某等人（另案
处理）假扮的媒人和亲戚

“帮助”下，经人介绍与
小李相亲。

第一次见面后，善于
表演的“张丽”就获得了
小李的好感，并互留联系
方式。

随后半个多月，“张
丽”主动联系小李，以逛
街买衣服、买“三金”为
由，先后花去小李近 2 万
元。同时，“张丽”同伙雷
某等人假扮“张丽”的亲
戚 ，到 小 李 家 中 索 要

1.1 万元见面礼。结婚心
切的小李没多想，就满口
答应。

之后，当小李和家人
再与“张丽”联系沟通结
婚事宜时，“张丽”却百般
推辞，拒绝见面，此后便
没了联系。

尝到甜头的“张丽”
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来
钱渠道，便如法炮制，又
骗取杜某 1.1 万元、王某
1.3万余元。

为取得对方的信任，
见面后，“张丽”还让对方
查看自己的假身份证，上
边 显 示“ 张 丽 ，1982 年
生。”

法院经审理认为，杨
某玉伙同他人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
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
诈骗罪。遂做出上述判
决。

来源：许昌中院

藏品“价值连城”，却
始终无法完成交易

郭某家中有两枚祖传古
币，但不确定真假和价值。
2018年7月8日，郭某在一家
古币鉴定网上填写了个人信
息。

几天后，一个微信名为
“艺术人生”的陌生人添加了
郭某为好友。对方称，自己收
购、拍卖古董，对郭某的古币
很有兴趣，请郭某把古币图片
发给他。

当晚9点，郭某收到对方
回复称：这些古币是不错的老
物件，售卖价在20万到100万
元之间，自己可以帮忙联系买
家，交易不成不收费用，成交
后收取百分之六的佣金。郭
某一听很是心动，便答应下
来。一周后，郭收到对方消
息，称有人愿意出高价买古
币，具体细节要到公司面谈。

8 月 9 日，按对方给的地
址，郭某和朋友来到无锡一家
名为“祺珍文化传媒”的公
司。看到公司装修豪华且有
一定规模，郭某心里的疑虑也
消失了。在前台登记后，一个
自称“张总”的人接待了郭某：

“你的藏品是好东西，可以收
购。但是为防止这些钱币是
由非法途径取得，在交易前，
必须经过严格的鉴定和信息
验证程序，鉴定费需要 1 万
元。”

郭某心想，跟古币的价钱
比起来，这 1 万元不算什么，
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

“张总”带着郭某来到一家名
为“微轩信息科技”的公司进
行鉴定。

鉴定人员身穿白大褂，看
起来很专业，大约半小时，鉴
定书出来后，剧情产生了变
化。看过鉴定书后，“张总”称
这些古币不符合现有买家要
求，需另寻买家，让郭某等消
息。就这样，3 个月过去，古
币交易一直没进展。经协商，
对方退还 7500 元，眼看 2500
元打水漂，郭某意识到可能被
骗，选择报警。

无独有偶，家住广西贵港
市的熊某也遭遇了类似骗局。

熊家有多枚祖传下来的

古币，之前也在正规拍卖公司
成交过，因此，熊某对自己的
藏品价值很有信心。

2018 年 6 月，“祺珍文化
传媒”对熊某的藏品给出了一
个诱人的收购价——1100 万
元。同样，收购的前提也要其
到“微轩信息科技”做鉴定。

“祺珍文化传媒”给出的解释
是，因为涉及交易金额较大，
需要到文物部门鉴定，一是确
定藏品真伪且来源是否合法；
二是确定其藏品是不是文物，
如果是馆藏文物，私下交易是
违法的。

在花了 7.2 万元后，鉴定
结果显示，熊某的古钱币达到
馆藏文物级别，所以不能交
易，只能通过正规展览或拍卖
成交，而鉴定费也是不退的。
随后，双方签订了古董艺术品
拍卖服务合同书，但半年过去
了，拍卖却杳无音信。

警情频发,两家公司
暗藏猫腻

接到报警后，民警通过对
同类警情梳理发现，在 2018
年7至8月期间，有多起此类
报警。而涉案的 2 家公司很
可能暗藏猫腻。

涉案被害人都是接到陌
生人的微信申请或电话咨询，
称其公司可以高价收购古董、
古玩收藏品，还宣称免费帮被
害人寻找买家、高价代卖收藏
品、承诺当天完成交易。当被
害人把藏品带到公司后，业务
人员马上请出“鉴定师”对古
玩藏品进行初步鉴定。然而，
产品交易却有着苛刻的前提，
要鉴定藏品真伪、证明藏品为
本人合法拥有等，只有鉴定结
果符合要求，“祺珍文化传媒”
才会收购。一听自己的古玩
藏品值钱，不少被害人就会同
意鉴定。这时，工作人员会推
荐被害人至“微轩信息科技”
进行鉴定认证。

公安机关通过调查发现，
“祺珍文化传媒”自成立以来，
从没成交过一笔生意。另外，
民警通过查询该公司收款的
微信账户、POS 机等流水发
现，该公司在短时间内有大量
的 资 金 进 账 ，且 都 定 期 于
ATM机现金取走。经综合分

析认为，“祺珍文化传媒”与
“微轩信息科技”有重大诈骗
嫌疑。

两公司合谋演双簧，
只为骗取鉴定费

经查，49 岁的王某是江
苏淮安人，由于欠外债急需用
钱。偶然机会，王某遇到了张
某，张某之前在上海从事珠宝
鉴定工作，也欠一身外债。经
过一番商讨后，两人捕捉到古
董鉴定的“新商机”，决定在这
方面动歪脑筋。

2018年4月，王某在无锡
成立“祺珍文化传媒”公司，租
赁了某写字楼的一层作为经
营场所，招募了季某等6人作
为业务员。同年6月，经朋友
介绍，与张某、王某和韩某（在
逃）等人开办的“微轩信息科
技”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鉴
定费每满1万元，对方抽1000
元作为回报。

犯罪嫌疑人利用收藏人
想卖高价、捡漏心理，骗取被
害人鉴定费。看似每一步都
很正规，但被害人不知道的
是，“祺珍文化传媒”的业务员
早已事先在微信群里告知了

“微轩信息科技”的鉴定人员，
将要去鉴定的藏品、鉴定结
果、鉴定费用以及收藏人希望
得到的结果。

为将这出戏演得逼真，
“微轩信息科技”会出具一张
假鉴定报告，以无法完成交易
为由结束这场精心设计的双
簧。不少远道而来的收藏人
不仅藏品未出手，还付出不菲
的鉴定费。

此外，王某和张某还会通
过签订拍卖服务合同来安抚
收藏人的情绪。事后，如有客
户来向他们要回鉴定费，为防
止客户报警，他们会协商退
钱。

经查，“微轩信息科技”的
员工都没有相关的古玩知识
和资质，所谓的“专家”也是冒
充的，他们都是按照事先特定
的话术来套路收藏人。在不
到一年的时间里，与郭某、熊
某有着相同遭遇的被害人多
达79名，遍布全国，涉案金额
达135万余元。

来源：《检察日报》

被鉴定为“价值连城”的藏品为何没有一笔成交？

看，古董鉴定收购背后的双簧戏
以收购、拍卖古董为幌子，在网上寻有藏品且急于出售的人，一旦有人上钩，两家公

司通过唱“双簧”来骗鉴定费。近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
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5万元，张某等5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至三年零十
个月不等刑罚的一审判决。

大河法律服务团：这是一个古玩诈骗常规操作，先以有人愿高价现金收购古玩为诱
饵，引诱受害人走进骗局，很多受害人存在“捡漏”心态，这种贪念使他们容易陷入骗
局。随后，假借古玩需检查、鉴定收取高额鉴定费，鉴定后又谎称古玩有问题取消交易。

所以提醒广大古玩收藏爱好者，要警惕类似诈骗套路，应通过有经营资质的公司或
者个人进行交易，避免竹篮打水一场空。

56岁大妈冒充30多岁
28岁小伙被骗婚

见面不到一个月，就买“三金”、买衣服，还商量
结婚事宜，原以为是一见钟情遇到真爱，但让28岁
的小李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与他“谈婚论嫁”的竟然
是一个年近花甲的56岁大妈！

近日，许昌市中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以诈骗
罪判处被告人杨某玉有期徒刑3年6个月，处罚金
6万元，并返还违法所得。

大河法律服务团：广大大龄青年及亲属
要谨慎提防不法分子的骗婚行为，在不熟悉
对方及其家庭情况下，切勿轻易交付高额彩
礼，一旦发现受骗应及时报警。

【提 醒】 【提 醒】

插图 李庆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