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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底酒托骗局：20元红酒卖几千
一些男网友如期赴美女网友的线下之
约时，已踏入一个消费陷阱。
这是一种典型的酒托骗局。记者卧底
调查发现，该酒托组织内部分工明确，
“托
头”负责招揽人员，
“键盘”负责在婚恋网站
冒充女性与男网友聊天，在获得对方手机
号码后由
“传号手”将信息发给
“酒托女”
。
最终“酒托女”邀约男网友去指定的商
家高额消费，消费金额在数百元至上万元
不等。在男网友买单后，
“ 酒托女”完成任
务抽身而去。
这些消费流水被酒托产业链的每一个
环节按比例瓜分。一名“托头”称，像“酒托
女”月入 3 万元不成问题。有“键盘”自称年
入二三十万元，已在燕郊买了两套房。
酒托女先喝茶试探再点酒

孙杰一再强调酒托女一定要尽可能哄
人点酒，
“ 你喝茶能喝两万元吗，点贵的酒
就是为了弄人钱”
。
他对酒托女的要求是机灵，
“长相一般
不是问题，能说会道就行，不会说话干不了
这个。”
酒托女有时也需要牺牲色相。
孙杰举例说，如果男方很有钱，已经花
了一万元，酒托女本来坐在对面，可以过来
坐到男方旁边挽着他胳膊，
“ 给他一些暗
示，让他感觉能跟你有点啥事儿。但顶多
也是挽挽胳膊，
实在不行脸上亲一口。”
为让男方心理平衡，酒托女也有主动
付钱的时候。
“键盘”梁哥介绍，如果男方花
了几万块没钱了，酒托女可以付钱。事实
上，
服务员结账时刷走的只是 1 分钱。
喝到差不多，
酒托女会以身体不适等各
种理由脱身。孙杰说，甩人也是一门艺术，
酒托女需要察言观色，
是一门演戏的行业。
酒托女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有的男
网友不愿高消费，或是很快识破这个骗局，
这时，她会给“传号手”反馈“懂事”两个字，
及时收手并将对方拉黑。
遇到男网友消费后想找酒托女麻烦
的，商家保安也会盯着酒托女保证不出意
外。必要时商家还会主动提出返给一部分
钱了事。

据记者调查，被酒托“围猎”的男网友
大多是在婚恋网站被美女搭讪，继而一步
步踏入陷阱。
9 月 15 日，记者登录百合网，一名叫“许
晓诺”
的网友主动发来聊天信息，
随后要求加
9 月 28 日，
燕郊一处酒托
“机房”
内，
一名
“键盘”
在婚恋网站以女性的身份与男网友聊天。
微信。在微信聊了约 20 分钟后，
其提出在北
女将男方约到
“合作”
的商家进行高额消费。 更进一步。对
“键盘”
来说，
一天拿到 50 个微
京大望路附近见面，
“随便找个地方坐坐”
。
“托头”处于链条的顶端，负责招揽“键
信号是最基本的。为取得信任，
“键盘”
有时
当晚 8 时，记者与许晓诺见面后，她直
盘”、
“ 传号手”和酒托女，同时也联系线下
也会找一些女生的身份证照片发给对方。
接说去一家西餐厅吃饭。见记者兴趣不
店面合作。
“键盘”、
“传号手”工作生活的地
迪哥说，一旦确定目标，聊天按照模板
高，许晓诺有些恼怒地数落记者，
“ 准备带
点被称为
“机房”
。
复制粘贴相应的聊天话术就行。
我遛弯吗？”
“键盘
键盘”
”自称年收入二三十万
在 QQ 上存在大量酒托群，群内每天
聊天的模板涵盖多个方面，包括自我
这 家 西 餐 厅 位 于 朝 阳 区 SOHO 现 代
都有人发布招聘“键盘”等信息。记者以应
介绍和评价、爱情宣言等。如“我想找结婚
城，记者曾提议换一家店被拒，许晓诺说已
记者调查发现，酒托行业成本不高，收
聘“键盘”为由联系上了一名“托头”，相约
的对象，不是玩玩的那种，你考虑清楚”、 入较为可观。
在这家订了位。
在他十里河附近的一家合作商家见面。
“其实人的一辈子，匆匆数十载，小时候有
落座后，许晓诺接过服务员递来的菜
“机房”头目迪哥展示了近三个月的流
9 月 26 日，记者来到这家茶馆附近和保
父母的陪伴，学生时代有同学的陪伴，长大
单，很快点了份 599 元的 A 套餐，象征性地
水，
每个月都在 10 万元以上。
安小易碰头。小易的工作是保护酒托女的安
了就是爱人的陪伴”
。
询问了下记者意见。
“键盘”梁哥说，利润主要来自酒水暴
在“键盘”们聊天的电脑界面上，左侧
全，
“要是有人报警，
我就拦住不让。
”
他的女
记者说吃不下，她显得不大高兴，
“你
利，实际上这些酒水根本不值钱。20 块钱
友也是一名酒托，
负责将男方约到店里消费。 是微信聊天框、中间是他们用来内部沟通
不吃，看我吃吗？”这时，一旁的男性服务员
一瓶的红酒可以兑一大桶，一瓶卖 1980 元、
按照小易的指引，当晚，在东城和平里
交流的 QQ 群、右侧是聊天话术文本。这
突然大声呵斥让记者
“出去”
。
3980 元。
东街一酒店内，
记者见到了
“托头”孙杰。
些话术文本呈现了与男性聊天从刚认识打
许晓诺没有继续点餐买单，带记者离
男方消费流水最终被酒托产业链的每
招呼，到最后约对方到指定店面附近见面
孙杰说，来应聘的男的一般去做“键
开了西餐厅，态度变得格外冷淡。分开一
一个环节按比例瓜分。
盘”，女的做酒托女。酒托女和合作店家都
的全部内容。
段距离后，许晓诺打电话叫来两名男子。
梁 哥 说 ，商 家 可 以 分 25% ，酒 托 女 分
在北京，但“机房”设在河北燕郊，主要是比
机房头目迪哥的话术文本开头是：
“相
“别问我跟她啥关系，有事赶紧走，没
20%，
“键盘”分 15%，
“托头”分 10%左右。
较安全。
亲网加的你，你在北京上班，你叫什么啊？
事别在这晃，别让我看到你。”见记者仍在
尽管“托头”单笔分成比例不高，但其
要成为一名“键盘”，上岗前还需要培
能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吗？我叫韩雪，在北
西餐厅楼下停留，
一名男子威胁道。
参与每一笔分成，累计起来也很可观。比
训，包括如何在婚恋网站注册、以及学习如
京做饰品包包，和闺蜜合开的。我老家吉
另一名男子自称他们是楼上西餐厅的
如 3 个“ 键 盘 ”各 完 成 一 笔 单 子 ，各 分 成
何冒充女性和男网友聊天。
林，
来这边半年时间”
。
人，
“我们做生意的，你来了也没花钱，赶紧
15%，
“托头”3 个单子各分成 10%。
两天后，孙杰开着奔驰车，将记者带到
工作时，迪哥快速翻动自己的微信好
走就妥了，谁也别找谁麻烦。”
按孙杰的说法，一些“敬业”的酒托女
了河北燕郊夏威夷北岸小区的
“机房”
。
友目录，选好要聊天的对象，将这样的话语
此次见面后，记者微信再联系许晓诺
月入 3 万块钱没问题。
这处“机房”已设有五六年，两室一厅
复制发给对方。
时发现已被删除好友。
在“机房”干了五六年的梁哥说，
“刚来
一厨一卫格局，
约七八十平方米。
在聊天话术文本中，
“ 键盘”小黄的身
9 月 16 日，一名自称“王文琪”的网友也
时啥都没有，扛着包就来了。现在燕郊我
在“机房”工作的有三名“键盘”，其中
份是一个父母离异、由奶奶在农村抚养大
在百合网上和记者搭讪，她自称从事幼师
有两套房，一个车，一年挣二三十万元”
。
一人是“机房”头目迪哥，还有一名“传号
的“女孩”，在北京磁器口有户口和房子，会
行业，老家在石家庄。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张新年律师表
手”，
年龄都在二三十岁左右。
弹钢琴，
开一家女士服装店，
名叫李雪。
加了微信聊了几句，王文琪约记者当
示，酒托的伎俩一般是借交友、恋爱、谈合
两间卧室供“键盘”和“传号手”居住，
“李雪”的情史是“处过一个对象，他花
天在团结湖地铁站附近见面。之后的套路
作等理由为诱饵，诱骗他人到特定地点高
记者被分到其中一间。
心就分了”，爱情宣言是“愿和男生真诚相
和许晓诺如出一辙。见面后，王文琪径直
消费，这种行为显然具有社会危害性。其
房间内陈设简单，显得很乱，卧室地上
处，因为怕在老家被说三道四，希望早点结
带记者来到附近一家 KTV。
中，
“ 托头”、
“ 键盘”、
“ 酒托女”、
“ 传号手”、
遍布烟头，床上被褥有发霉的味道。厨房
婚”
。
到了KTV，
记者提出想去看电影，
王文琪
商家、服务员、保安等均涉嫌违法，尚不够
的电饭煲盖内有发硬的大米粒，长时间没
记者发现，
“ 键盘”小黄的聊天话术似
有些不耐烦，
指着沙发示意记者坐下，
“最近
刑 事 处 罚 的 ，可 由 公 安 机 关 给 予 治 安 处
有清洗，炉灶和墙壁上有明显的黑渍。每
曾相识。此前一名网友通过婚恋网站与记
的电影我都看过了，
坐会儿聊聊天就行了”
。
罚。构成犯罪的，
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顿饭只有一个菜，一盆米饭，由“传号手”小
者搭讪时就使用了同样的聊天内容。记者
在KTV包厢，
王文琪先是点了两杯绿茶
近年来，北京等多地均有打击酒托甚
毕所做。
拒绝与对方见面后，
被删除好友。
饮料，
加上100元的包厢费共160元。见记者
至酒托入刑的案例。
客厅是工作区域，
划分为 8 个工位，
每个
通过话术聊天的效果很明显。9 月 29
主动买了单。她又叫来服务员，
点了3瓶小百
2014 年 7 月，北京警方通报称对全市 8
工位都配有台式电脑，但电脑老旧，运转起
日上午，
安静的
“机房”突然发出爆笑声。
威和一盘水果，
记者又支付了280元。随后王
个“酒托”、
“咖啡托”、
“茶托”类有组织诈骗
来声音较大。工作时，
“键盘”
们除了日常交
“昨天一天没联系，我发现我真的喜欢
文琪又点了两杯五星红酒，
自己买了单。
犯罪窝点开展统一清查抓捕，共抓获违法
你了，从来没有对女人这么上心，这么失魂
所谓的五星红酒口感像是红茶兑过。 流外，几乎不怎么说话，只有鼠标被快速点
犯罪嫌疑人 110 余名，依法刑拘 104 人。
击以及键盘吧嗒吧嗒的打字声此起彼伏。
落魄。”一名“键盘”大声念着一位男网友发
王文琪说，这种酒确实用饮料调过，所以口
2016 年 1 月，充当“托头”的朝阳区一酒
客厅的墙上挂着红底白字的横幅——
给他的消息，
其他人都被逗乐了。
感有差别。
吧人事部经理李某，被朝阳法院一审以诈
。
“键盘”一般经过一天左右的简短聊天
包厢 1 小时到时后，王文琪将酒喝完说 “一天不出单等于没上班”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3 个月。
便提出见面的想法，要到对方的手机号。
先走，随后快速离开。记者在 KTV 楼下大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商家卖酒大多是
男人扮
“美女
美女”
”搭讪男网友
之后，
“ 键盘”将男网友手机号等信息及见
厅寻找其去向时，遇到一名红衣男子。该
明码标价，
“ 酒托”行为究竟能否被定为诈
在“机房”，
“ 键盘”和“传号手”每天工
面地点发给“传号手”，再由“传号手”发给
男子自称 KTV 经理，以为记者因消费高不
骗罪，一直颇有争议。
作 10 小时，早 10 点到晚 8 点。
北京的酒托女和合作店家。
愿走，欲给 200 元了事。
厦门思明区法院 2016 年 7 月一审宣判
上班第一天，
“ 机房”头目迪哥向记者
接下来进入酒托女的表演时间。
另一名穿灰色衣服男子出现，
自称 KTV
一起
“酒托”
案件，
包括三名
“酒托女”
在内的
老板，
辱骂记者
“给脸不要脸”
“
、赶紧消失”
。 介绍了工作前期准备，包括买一个手机号，
多名被告人均被以诈骗罪定罪论处。主审
酒托女要求机灵、
酒托女要求机灵
、能说会道
用于在婚恋网站注册账号，
“三四天换一个
出门后，记者被灰衣男子推搡打骂，并
法官表示，
之所以认定为诈骗主要还是因为
号很正常”
。
对酒托女而言，她们的工作就是让初
扬言让记者
“吃大亏”
。
其行骗手段较为复杂，
先以交友为名将被害
根据迪哥提供的微信名片，只需要 3 元
次见面的男网友更多的消费。
人骗至酒吧消费，
然后用低价酒勾兑冒充多
酒托团伙多环节配合跨城设局
就能买到一个手机号，注册婚恋网站时输
如何点东西、如何让男方买单甚至如
款高价酒出售，
从一开始就以非法占有为目
入该手机号，对方很快发来验证码，过程非
何甩掉男方，
都有完整的套路。
“酒托女”只是酒托组织中的一环，在
的，采用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多
常简单。
“托头”孙杰说，酒托女将男方带到合
“许晓诺”们的背后，是一条完整的灰色产
名被害人的财物，
触犯了法律底线。
在燕郊的这处“机房”里，3 名“键盘”都
作的商家后，一般先点一壶茶，如果男方能
业链，由“托头”、
“键盘”、
“传号手”、酒托女
在多起酒托的案例中，还存在被骗者
是男人，在婚恋网站注册时都是选择女号， 结完一壶茶和几个小吃的钱，就可以上酒， “不愿声张怕曝光”、
以及合作商家等多个环节组成，他们有明
“ 不好意思维权”的情
姓名和照片可以随便填，
地区选择为北京。 “一旦酒也买单了就继续点，服务生会把酒
确分工，相互协作，共同瓜分收益。
况，对此，张新年律师建议，遭遇此类骗局
注册成功后，
“ 键盘”需要在婚恋网站
兑得很淡。”
“键盘”、
“传号手”、
“托头”都是酒托行
的受害者发现情况不妙，要在第一时间固
上寻找聊天目标，他们会和所有的男性在
如果男方强迫酒托女喝酒，也有应对
业内部暗语。
“键盘”
冒充女性负责在婚恋网
定相关证据，比如聊天信息、消费小票、发
网站上一键打招呼。有人回复就继续聊。
方法，那就是喷香槟。孙杰说，一瓶香槟几
站与男网友聊天，
获得男方的手机号码和信
票等，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也可向物
和对方聊上只是开始，
拿到微信号才能
千块，一喷就没，不用怎么喝。
息后，由“传号手”发给酒托女，最后由酒托
价、工商等部门投诉。
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