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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15 日是第十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宣传日的主题是
“与民同
心 为您守护”
。当天上午，
郑州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全市公安机关打击经济犯罪工作情况，
之后，
在郑州市紫荆广场举行
“5·15”
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
通过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展
示打击战果，
揭露犯罪手段，
传授防范知识和技巧，
获得群众好评。

为群众挽回损失 30 余亿元
郑州警方开展“5·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
□河南法制报记者 井春冉 实习生 杨瑞雪/文 宁晓波/图
宣传日活动现场接受群众咨询

“投资一定要通过正规
渠道，不要相信高息回报。”
“这是虚假的比特币挖
矿机，这个案子目前做笔录
的受害人就有几千人，涉案
资金 6 亿多，大家投资时特别
是进行网络投资时一定要提
高警惕。
”
“我们进行有奖竞答，非
法集资的常见手段是什么？”
“高息诱惑！
”
“虚假宣传！”
5 月 15 日 10 时许，郑州
市紫荆广场，人头攒动，热闹
非凡，郑州警方正在举行“5·
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
传日活动，通过有奖竞答、现
场咨询、展板展示、实物展览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剖

析典型案例、讲解犯罪手法、
展示打击成果，帮助广大群
众更加直观地识别常见、多
发的经济犯罪“陷阱”，取得
明显效果。
市民李先生携母亲前来
参加活动。
“我今天是特意带
我妈来的，看看真实的案例，
特别是保健品、
假收藏品等这
类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诈骗
案件，让她听听警察咋说的，
提高点警惕性。”他的母亲在
一旁频频点头。市民张女士
向记者展示她拿到的宣传资
料：
“ 我今天过来，算是赚到
了，
满满的都是干货。这些反
诈骗的知识和技巧，
对投资理
财特别重要。
”

经典案例
●GBC 平台涉嫌网络传销案
2018 年 7 月，
警方接到群众举报称：
一
款名为 GBC 的网络投资理财平台突然关
闭，投资款无法取出。经查，2018 年 3 月，
犯罪嫌疑人童某通过一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设计 GBC 网站电脑端和手机端，
伙同范
某、周某、崔某等人利用 GBC 网络平台发
展人员，以买卖虚拟货币可获高额收益为
名，诱使被发展人员持续投入资金或继续
发展人员，并从中获益。截至案发，该平

2018 年 5 月，群众向警方举报称：新
密市“老妈乐”门店以消费后高额返利为
诱饵，诱骗大量老年群体投资，涉嫌非法
集资犯罪。经查，2017 年以来，郑某等人
在新密市设立多家
“老妈乐”
分店，
在无任
何投资项目及实物的情况下，
通过到店领
鸡蛋、
基地免费游等形式吸引老年群体关
注，进行虚假宣传，许诺消费性投资后会

郑州警方为群众挽回损失 30 余亿元

易贷、豫商贷、GBC 等一批互
联网金融犯罪平台，取得良
好的社会效果。
郑州警方打击经济犯罪
工作先后受到公安部、省公
安厅 12 次贺电表彰，被省公
安厅、郑州市委市政府授予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
先进集体”
“ 金融工作先进集
体”等荣誉称号。

做法 完善机制提高打击效能
营、
集中收网、
全程打击；
组织开
展打击侵权假冒犯罪
“春雷”
行
动、
打击假药犯罪
“云鹊”
行动；
深化警税双查办案模式，
严厉打
击虚开骗税犯罪团伙和跨区域
利益链条；
会同相关部门开展金
融领域犯罪综合整治和金融风
险预警防控，
对金融、
财税、
商贸
领域经济犯罪以及侵权假冒、
网
络金融犯罪等涉众型突出问题，
开展信息化办案。
开展“猎狐 2018”缉捕劝
返潜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
专项行动，先后从美国、加拿
大等国家和地区抓获境外逃
犯 7 名，并成功将潜逃加拿大
13 年的刘某从境外劝回，被公
安部评为“猎狐”专项行动全
国先进单位。

获得高额返利，
吸引广大老年人投资。截
至案发，各“老妈乐”门店共吸收 1400 余
名 客 户 投 资 ，涉 案 金 额 5800 余 万 元 。
2018 年 6 月，警方对该案立案侦查，依法
对郑某某等 5 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采取强
制措施，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 3800
万元。目前，
涉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均被
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

●“9·12”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
案
2016 年 9 月,郑州警方集中受理了一
批郑州新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移交的郑
州海某菲商贸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虚开
大额增值税发票案件。经查，
郑州海某菲
商贸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在无真实货物
交易的情况下于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间，
向江苏、
上海、
新疆等 9 省（市、
区）
305 家下游企业开具增值税发票，虚开金
额价税达 5.17 亿余元。

之后，专案民警兵分多路前往山西
等地调取银行数据及视频证据，并追捕
嫌疑人，逐步查清了以王某根、王某青等
人为首的犯罪团伙假冒身份、注册空壳
公司、骗领发票并虚开发票的整个犯罪
事实，
“9·12”
特大虚开案件成功告破。
截至目前，
“9·12”专案全国集群战役
收网，立破案 116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55
名，
捣毁犯罪窝点 123 个。

●罗某等人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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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非法集资攻坚
战役。不断完善“统一指挥、
分别立案、专案专办、协同配
合、属地稳控”的工作机制，强
化多警种多部门捆绑作业的
合成作战模式，实现了案件快
查快结不积压、风险稳妥化解
不积累、受害群众利益保护最
大化的工作目标。
成功侦破一批大案要
案。侦破涉及全国 26 个省、11
万余人、涉案金额达 12 亿余元
的“郑州三某红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涉嫌组织、
领导网络传销
活动案和涉及全国 16 个省市
区的 GBC 网络传销案等案件。
“云端”
主战模式打击效能
全面提升。2018年，
郑州警方以
网络传销案件为重点，深度经

台共在全国 16 个省市区发展会员 6 万名，
涉案资金 33 亿元。
2018 年 8 月，郑州警方对 GBC 网络
平台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立案侦
查，后经集中统一行动，抓获主要犯罪嫌
疑人 6 名，冻结银行账户 110 余个，冻结资
金 7000 余万元，接受全国各地问询电话
3000 余次，受理登记客户资料 1200 余份。
目前，
该案已进入法院审理阶段。

●“老妈乐”门店涉嫌非法集资案

成效 受到公安部、省公安厅 12 次贺电表彰
2018 年 ，郑 州 警 方 共 立
经济犯罪案件 1300 余起，打
击处理 1500 余人，挽回经济
损失 30 余亿元。立案数、打
击处理人数大幅上升，追赃
挽损数持续提升，实现了“消
存量、控增量、保稳定”的工
作目标；积极应对虚开骗税、
非法传销、网络 P2P 类案件的
井喷式爆发，打击处置了众

惊心动魄

现场 形式多样“干货”满满

2019 年 1 月，警方接到线索举报称，新郑
市龙湖镇一小区内藏匿一销售假冒手机配件
的窝点。历经一个月，摸清犯罪网络后，警方
果断出击，在犯罪嫌疑人准备出货时，一举将
该售假窝点捣毁，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罗某等
13 人，查获假冒“华为”
“苹果”等知名品牌的手
机显示屏、电池等各类手机配件共 100 余万
件。经厂家专家鉴定，涉案手机配件均存在严
重质量问题，涉案产品价值 2000 余万元。目
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