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套路破

2018年11月19日上午，河南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郑州西区分中心兑奖室，来了
位兑顶呱刮 10 元面值的“中国红”中 25 万
元大奖的购彩者，因为购买者小朱（化名）
第一次来兑奖，不知道兑奖地址，网点业主
僧伟霞就让她老公开车带着购彩者一起来
兑奖，还真是位负责任的好业主啊。

小朱是在该中奖彩票销售网点附近做
小生意的，30多岁，经常到彩票店里刮几张
体彩顶呱刮，和业主是熟人了。没想到幸
运之神在 2018 年 11 月 17 日眷顾了他，他
和往常一样来到彩票店，买了三张 10元面
值的中国红，第一张没中奖，第二张中了10
元，第三张中了 25万元大奖。小朱说他想
要扩大生意规模，缺少资金，这下正好解了
燃眉之急，实在是太幸运了。最后还要提
醒大家 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体宣）

本报讯 11 月 21 日晚，体彩大乐透
第 18137 期开奖，当期全国开出唯一一
注追加头奖，奖金为封顶的 1600 万元，
落入四川省。目前体彩大乐透奖池滚
存攀升到67.7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五大冷号继续缺席

体彩大乐透 18137期全国销售 2.13
亿元，单期筹集彩票公益金 7681 万元。
当期前区开奖号码为“07、10、22、23、
33”，后区开奖号码为“08、11”。前区虽
然爆出了连号组合“22、23”，但整体分
布还是比较零散，各个字头段都有号码
亮相，最小号码为“07”，最大号码为

“33”，“10”是间隔12期之后开出的偏冷
号。后区“08、11”是全大的奇偶组合，
其中“08”是间隔 8 期后开出，而“11”则
是连续两期开出的重号。目前大乐透

前区奖号当中冷号偏多，“02、17、24、
28”等 4个号码都连续空缺了 21期（含）
以上。而后区最冷号“07”也已经空缺
了21期。

封顶追加头奖入川

当期全国开出一注一等奖出自
四川，因为该幸运儿进行了追加投
注，所以多拿到 600 万元追加投注奖
金，使得单注奖金达到了封顶的 1600
万元。

数据显示，这注全国唯一的1600万
元追加头奖，落在四川省内江市。中奖
彩票为4注单式投注号码，追加投注后，
单票总投注额为 12元，其中 1注收获了
追加头奖。据统计，这位四川幸运儿，
也是 11 月份以来，第五位体彩大乐透
1600万元追加头奖得主。

奖池再创历史新高

同期二等奖则开出了多达103注，基
本投注单注奖金8.87万元，其中有34注
是追加投注命中，每注多得奖金 5.32万
元，追加投注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达到
了14.20万元。三等奖共开出820注，基
本投注单注奖金4405元，其中245注是追
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2643元，追加投注
后，三等奖单注总奖金为7048元。值得
一提的是，当期广东省广州市有一位幸运
的购彩者，凭借单注号码10倍追加投注，
30 元投入击中了 10 注追加投注的二等
奖，共计擒奖142万余元。

当期开奖后，体彩大乐透奖池上涨
至 67.74 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本周六
晚，体彩大乐透将迎来第18138期开奖，
大家不要错过。 (王延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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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1600万元头奖花落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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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洛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郭
富昌 特约记者 常向阳 通讯员 刘照
璞）一伙儿男女驾车自称为“自驾
游”，其实是非法持有、使用假币案的
犯罪团伙。近日，汝阳警方从辖区居
民的一起报警中顺线侦查，紧急追
捕，将4名犯罪嫌疑人在社旗县抓获，
挖出了系列非法持有、使用假币案
件。

10 月 6 日上午，汝阳县公安局付
店派出所接到辖区经营服饰店老板
的报警电话，其刚刚卖衣服时收到了
3张百元假币。值班民警赶到现场详
细询问情况，调取案发地周边监控，
走访了附近的商户。经过研判认为
该案件符合团伙作案的特征。

民警对收集到的各类监控资料
进行综合分析，展开视频追踪，通过
对一帧帧画面进行拼接、串联，经过6
个小时的追踪工作，清晰地再现了四
女一男团伙在付店辖区驾驶一辆现
代白色轿车活动时的作案轨迹。

经过进一步工作，利用汝阳县公
安局视频侦查技战法，民警准确锁定
了以周口市商水县练集镇杨某亮为
首的涉嫌犯罪团伙成员，于当日19时
左右在南阳市社旗县一家宾馆入住
的信息。

10 月 7 日凌晨 3 时许，办案民警
赶到了嫌疑人入住的社旗县某宾
馆。为稳妥起见，身着便衣的民警将
警车远远放在宾馆外围，开始分头在
附近查找嫌疑车辆。

清晨 6 时许，当该团伙中的三女
一男前后步出宾馆后，抓捕组立即行
动，不露声色地紧跟在 4人后边，在 4
名嫌疑人刚上车、车门未来得及关上
的有利时机，左右包抄牢牢将 4 人控
制。

为把案件办成铁案，民警连续工
作一个多月，多次奔赴南阳、周口、商
丘等地沿途走访商家，调查取证，最
终查清了杨某亮、王某花夫妻伙同赵
某英、袁某梅、邢某艳5人以假期出游
为名，在新乡、焦作、洛阳多地非法持
有、使用假币流窜作案的犯罪事实，
国庆节长假期间，该团伙连续驾车作
案数10次，涉案金额达17000元。

汝阳警方侦破一
起非法持有、使用假币
案，警方通过视频追踪
锁定犯罪团伙——“高富帅”骗色骗钱

6名女子中计为他转账140余万元

套路

警方揭秘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勇 通讯员 赵阳/文图

三十而立开不同豪车，穿着奢华考究，在郑州东区有多套豪宅，微
博认证为开阳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朋友圈全是励志鸡汤文章和高档
场所应酬照片。就是这样一个自主创业的“青年才俊”，却在2018年9
月 17 日被郑州市公安局金水路分局以诈骗罪抓获，目前警方已落实
诈骗金额140余万元，诈骗受害女性6人。

2015年9月，许某在微信上认识了一名叫张某磊的男子，他的微信
朋友圈定位都是高端茶社、星级酒店、高档小区，穿的还是 LV、Gucci
等奢侈品牌。

从张某磊的叙述中她了解到其毕业于北京某名校，一个人在郑州
打拼，自己有三套房、两部豪车，这让适婚年龄的许某有些心动。

张某磊的体贴热情，聊天中也颇有涵养，通过微信聊天以及几次
约会，许某便和张某磊确定了恋爱关系。

两人交往不久，张某磊就以他表弟做手术、自己的钱不够为借口，
让许某给他转账 5 万元，这让许某感到十分困惑：自己的男朋友开豪
车，做工程，住别墅，怎么会连5万元都拿不出来？

张某磊解释说是自己土方工程需要很多资金周转，暂时不凑手，
许某想两人既然已经是男女朋友关系，也就没有多想，便通过支付宝
向张某磊转了5万元。

谁知没过几天，张某磊又说自己的三部车抵押在朋友那，需要60万
元。接二连三地出问题，这让许某开始对张某磊的说辞产生了怀疑。

张某磊为了证明自己的财力，向许某出示了奔驰S400车辆的行车
证，上面写着车主张某磊。

把微博认证给许某看，上面清楚地写着“河南开阳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看到许某还有些犹豫，张某磊开始诉说自己在郑州打拼的不易，
以及自己渴望被理解，希望早日与许某结婚。

同时张某磊承诺按照一定的利息，到期后本金利息一起返给许
某，并打下欠条。最终，许某又一次给张某磊转了60万元。

后来，许某多次讨要钱款未果，微信上张某磊又把许某拉黑了，电
话也联系不上了。2018年8月26日，许某向郑州市公安局金水路分局
案侦大队民警报案。

骗
过
程

朋友圈
炫富

聊出
“高富帅”

建立
恋爱关系

做手术
急用钱

周转资金
再借钱

受害人
怀疑

展示证明
许以婚期

打欠条后
再打款

微信拉黑

民警调查发现，张
某磊通过同样的手段相
继诈骗了刘某、张某、王
某汝、张某、陈某红等共
计 6 人涉及金额 140 余
万元。

办案民警王建武介
绍，嫌疑人张某磊跟以
往诈骗嫌疑人不一样，
他先让报案人对他的经
济能力认可，再让报案
人逐渐对其产生信任、
减少防备心之后，再找
借口为其转账。

民警推断，像张某
磊这种有套路的骗子，
应该不会只向一名女性
实施诈骗。果不其然，
民警在网上发现一个名
为张某磊骗婚的帖子，
下面跟帖的受害女性确
实不止一个，民警开始
搜集受害人信息。

2018年 9月 17日，经过案侦大队
副大队长张攀、民警王建武等人的前
期走访取证，逐步固定了犯罪嫌疑人
张某磊以恋爱为幌子骗财骗色的犯
罪事实。通过视频追踪锁定犯罪嫌
疑人张某磊出现的地点，民警在郑东
新区海汇中心附近将企图逃窜的犯
罪嫌疑人张某磊抓获。

经审讯，张某磊对诈骗 6 名女性
14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公安机关调查发现，张某磊驾
驶的“豪车”以及居住的“复式洋房”
均为其他人的私人财产，并不属于张
某磊所有。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磊因涉嫌
诈骗罪已被依法逮捕。

豪车洋房是别人的

民警左右包抄
成功抓获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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