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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传销 集中整治重拳出击
四部门的通知要求，对打着“创业、就

业”的幌子，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诱骗
求职人员参加的各类传销组织，坚决铲除；
重点做好大学生和求职人群的教育引导工
作，增强人们对传销活动的防范意识。通
知下发后，各地迅速响应，开展行动。

最近一段时间，在天津一所高校工作的
小杨多了一项日常工作——每天向上级汇报
是否有学生涉及传销等情况。小杨说，之前
学校曾经发生过学生被骗入传销组织的案
件，所以对学生的反传销宣传比较多。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
翔说，近年来，加入传销组织的大学生呈现
增多趋势，再加上最近接连发生几起大学
生误入传销组织后不幸身亡事件，社会影
响极为恶劣，开展这项工作迫在眉睫。

有着数十年反传销经验的李旭说，这几年
加入传销组织的大学生呈现增多趋势。多位
反传销人士表示，部分传销组织专门针对刚出
校门不久的大学生下手，受害者极有可能因误
入传销导致今后工作生活再难回到正常轨迹。

传销组织为何盯上大学生？
为何大学生容易被传销分子盯上？多

位办案民警介绍，大学生更
容易被招聘、

社交、交友等网站吸引，被欺骗进传销组
织；相对单纯，容易被洗脑，从而被发展为
下线。

不少传销组织利用互联网精准“设
钩”。现在大学生等年轻群体的生活已经
与网络密不可分，不少传销组织利用现有
网络平台信息审核不严等漏洞，在求职、交
友、征婚等平台发布虚假信息，大学生很容
易落入陷阱。

“洗脑”方式也多种多样。曾被骗入传
销组织的李田宝介绍，现在传销组织对新
人的“洗脑”方式更加灵活，除了一对一讲
解、歪曲国家政策、制作资本运作“五级三
阶制”的起源视频等之外，一些传销人员还
会联合外围人员，组织免费的观光游、大型
宴会等，来共同编造“致富假象”，“大学生
社会经验少，思想相对单纯，更容易被传销
组织‘洗脑’。”

大学生群体能够“榨出油水”也是一个
重要原因。此外，部分大学生存在一夜暴
富的心态。“做这一行来钱快”是重要原因。

构筑“安全网”守护美好青春
大学生陷入传销

组织后，

生命财产安全极易遭受侵害。业内人士介
绍，一些大学生被骗入传销组织后，往往会
遭受人身控制和暴力侵害，最后不得不缴
纳高额“入会费”。

记者了解到，一些大学生身陷传销后
成为骨干成员，社会危害比其他群体更
大。有打传部门负责人透露，在近年查办
的一些大案要案中，执法人员发现有专业
的财务、培训软件，有的传销组织还有专门
开发符合“五级三阶制”特定需求软件的博
士毕业生。

专家表示，在打击传销窝点、传销变种的
专项整治行动之外，应督促招聘平台、社交平
台等网络运营者在用户信息核实方面出台更
为严格的规定，进一步明确网聘平台职责，促
使其采取措施围堵虚假招聘信息。

此外，应提升反传销等法制教育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根据传销犯罪的形式变化，
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增强学生的分辨能力
与防范意识。（据新华社天津8
月22日电）

美女网友约会1小时花了上万元
不久前的一个夜晚，30岁的武汉市民

高先生在家无聊玩手机，通过微信“摇一
摇”摇到一位美女。双方互加好友后便攀
谈起来。对方告诉高先生，她叫雯雯，今年
23 岁，大学毕业后在武汉一家公司做设
计，最近心情不好，想找人聊天。

雯雯的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让高先生
感觉相见恨晚。二人很快相约在汉口二
七路某购物广场。高先生看到，雯雯虽没
有微信头像那样貌美，但也算青春靓丽。
两人简单聊了几句后，雯雯提出找个地方
坐坐，便带高先生来到附近一家名为“特
瑞西”的咖啡厅。

一进咖啡厅，雯雯就点了一壶普洱茶
和一个果盘。服务员上齐后，向高先生递
来一张 388 元的账单。高先生刷卡付
账。他看了看菜单，上面的酒水、果盘都
是 388元、588元、688元不等，于是心里有
些打鼓。

“点瓶红酒吧？”面对美女的提议，高
先生碍于面子，只好答应。服务员随即上
来一扎红酒，喝上去味道很淡，两人很快
就把这些酒喝完。

“雯雯”又几次点单。不到 1 个小时，
高先生刷卡消费了 1 万多元。此时，已是
醉醺醺的雯雯借口头痛，与另一前来接她
的女子迅速离开了咖啡厅。高先生回家

后，越想越懊恼，于是拨打电话报警。
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民警发现，

自 5 月份以来，该购物广场附近已连续发
生 15 起消费纠纷，都是男女网友约会时
产生高额消费发生纠纷。警方怀疑，这些
消费纠纷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酒托”诈骗
犯罪团伙。

赤膊壮汉化身“柔情美女”撩汉
8月9日下午，武汉警方100余名警力

分成13个抓捕组和1个备勤组，同时对武
汉及安徽合肥等地的 13 处窝点采取集中
收网行动。

在抓捕现场，当民警冲入位于武汉市
江岸区车站路的一处“键盘手”窝点时，10
多名打着赤膊的男子正坐在电脑前，假扮
美女与多名受害人同时聊天。

经警方调查，诈骗团伙由吴某（男，29
岁，贵州毕节人）出资经营，徐某（男，31
岁，湖北赤壁人）等牵头，在社会上招聘无
业游民，自今年5月份起分13个窝点实施
诈骗活动。

团伙由实体店和网上后台构成，分三
个层级：第一层为吴某、徐某等团伙头目，
负责实体酒吧经营，负责“键盘手”“酒托
女”的管理及赃款的收支分配；第二层为男

“键盘手”，负责利用微信、陌陌等社交软件
冒充美女，主动联系男性网友，设法将其约
出见面；第三层为“酒托女”，由多名年轻貌

美的女子充当“酒托”，负责引诱男性网友
到实体酒吧高额消费。

目前，警方共抓获以吴某、徐某为首的
犯罪嫌疑人 93 名。这一犯罪团伙在武汉
和合肥同时作案，短短两个月疯狂敛财
300多万元，500多人上当受骗。

“酒托”为何能肆无忌惮？
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副局长、专

案组负责人周宏韬说，此类“酒托”式诈骗
案件隐蔽性强。实施诈骗的酒吧或者咖啡
馆虽挂着招牌，但不对外营业，只做“熟人”
生意。

犯罪团伙打消费纠纷的“擦边球”逃避
部门监管和法律制裁。根据《价格违法行
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七条，对存在价格欺诈
的，轻则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
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重则停业整顿，或由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对于消费中存在威胁等强迫消费等
行为，由公安部门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罚。

相关人士认为，在一本万利的诱惑
面前，无论是罚款还是治安处罚震慑力
都有限，有必要探索完善公安、工商联动
执法机制。警方提醒，一旦发现“酒托”
诈骗、坑人消费，要注意保留证据，及时
向公安、工商部门反映，或向消协投诉维
权。（据新华社武汉8月22日电）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最高检
消息，22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
辖，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
罪对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魏民洲决定逮捕。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查之中。

美好青春

——四部门发文剑指诱骗大学生传销

何以当道？

500多人上当，300多万元被骗

据新华社昆明8月22日电 中老缅
泰第 61次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编队 22
日在中国关累港启航，开启为期 4天的
全线联合巡逻执法行动。

此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前，中老缅
泰四方在云南景洪召开了信息交流会
议，对近期湄公河流域安全形势进行分
析研判。本次联合巡逻编队采取分段
与全线巡逻相结合的方式执行勤务，四
国将派出指挥官在编队指挥所 53901
艇共同指挥调度勤务，增强各方执法执
勤的协调联动。编队还将在老挝班相
果、金三角等重点水域开展水陆联合公
开查缉、水上联合演练、禁毒宣传等行
动，重点打击湄公河流域涉恐、走私、贩
毒、贩枪等跨境违法犯罪活动。

据新华社长沙8月22日电 从8月
开始，湖南省对全省国家公职人员违
规参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进行专项清
理整治，违者将受到严厉惩处。同时，
设立有奖举报，鼓励实名举报。

据湖南省纪委介绍，专项整治将
从 2017 年 8 月 1 日持续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重点清理涉矿类、涉砂类、涉渔
类、涉小水电类、涉烟花爆竹类、涉危
险化学品类等6大领域。

据湖南省下发的通知要求，国家公
职人员本人不得违规参与上述经营性
活动，或在上述经营性活动中参股。国
有企业中层以上管理工作人员不得违
规参与相关私营企业经营性活动，或参
股相关私营企业；领导干部的配偶、子
女及其配偶不得违规参与上述经营性
活动，或在上述经营性活动中参股。公
务员辞去公职或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
的公务员在离职３年内，其他公务员在
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
相关的企业或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
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
性活动；国家公职人员不得利用职务或
职权上的影响，在上述经营性活动中非
法为他人谋取利益。

湖南将严惩公职人员违
规参与六类经营性活动

湖南省检察院依法
对魏民洲决定逮捕

岂能被传销所误？

日 前 ，工 商 总
局、教育部、公安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已联合发出通
知，从 8 月 15 日到 11 月 15 日，开
展为期三个月的传销活动专项整
治行动。专家建言，专项行动之
外，有关部门应该重点关注大学
生屡屡深陷传销组织的深层

次原因，帮助他们筑牢
反传“防护网”。

美女“酒托”

档案反腐反腐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信访形势持续好转，与
2013 年相比，2016 年全国来访总量下
降幅度达 25.3％。这是记者 22日从国
家信访局举办的全国来访接待工作会
议上获悉的。

据悉，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信访
系统深入推进信访工作制度改革，依法
逐级走访成效更加明显，信访秩序更加
有序，窗口形象更加提升。一方面，各
地各部门通过完善工作流程、开展群众
满意度评价，倒逼提升规范化水平；另
一方面，属地和部门责任进一步压实，
就地化解矛盾效能进一步提升。

十八大以来
我国信访形势持续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