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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

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
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
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

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

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

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
金。

网贷套路深 一看二懂三留痕
“无担保小额贷款，手续简便

立即放款”。近年来，告示栏、朋

友圈、电话推销里，可解燃眉之急

的小额借贷比比皆是。各种“阴

阳合同”、暴力催收、巨额利息的

现象屡见不鲜，猖獗的“套路贷”，

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

序，挑战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底

线。而一些借款人却陷入环环相

扣的还贷“无底洞”。披着小额贷

款等外衣的“套路贷”，实质上是

以民间借贷为名，行非法占有被

害人财物之实，陷阱多，危害大，

无数人因此倾家荡产，带来一系

列社会问题。记者选取了3个典

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提醒大

家，贷款套路深，借钱须谨慎。

浙江温岭的小林是刚踏入社会
的小青年，2018 年 2 月中下旬，因一
时手头紧，小林打算贷款撑一段时
间。他刷手机时发现了一条网上小
额贷款广告，于是他顺利从网贷公
司借到了 1500 元，扣除利息 400 元
后，实际到手 1100 元。还款期即将
到来，小林却拿不出钱偿还贷款，网
贷公司建议小林向其他网贷公司借
钱用于偿还前笔借款本息。通过反
复借款平账，截至 3 月 16 日，小林累
计借款的网贷口子达 60 余家，本息
一共 8 万余元，实际已支付给网贷
公司 2 万余元，但虚高的借条已经
达 20 余万元。

2018 年 3 月 17 日，因小林没能
按时还款，网贷公司使用“呼死你”
软件骚扰他通讯录内人员，推送题
为“因招嫖还账欠款”并 PS 小林头
像的恐吓信息给小林，扬言要发布
到网上，其间还不断骚扰、恐吓小
林，逼迫其偿还虚高的本息及逾期
费。小林家被迫又支付了 3 万余
元，但暴力催收却一直没有停止，
小林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4 月 26
日，痛定思痛的小林来到公安局报
案。接警后，警察确定这是一起新
型的“套路贷”诈骗案件。

2018 年 6 月 1 日 ，温 岭 市 公 安
局在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和台
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协调指挥
下，组织 400 余名警力在福建省福
州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抓获了涉
嫌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的犯
罪嫌疑人 246 人，摧毁了以吴某为
首的特大“4·26”网络套路贷犯罪
团伙。

法院查明，2017 年 8 月开始，以
吴某（另案处理）为首的恶势力犯
罪集团，在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先
后成立福州威震肆海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龙腾肆海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未经有关部门批准非法从事网
络放贷活动，同时采取威胁、骚扰
等手段强行催收贷款。该犯罪集
团有明确的组织、领导者，组织成
员众多且人员基本固定，为确立巩
固地位、获取非法利益，以龙腾肆
海公司为统领发展了下属多支团
队实施具体犯罪。涂某等人分别
于 2018 年 3 月、4 月进入该合众金
融团队，负责财务、放贷催收等工
作。至案发时，涂某等人参与敲诈
勒索涉案金额 52 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涂某等人参与
以吴某为首要分子的较为固定的犯
罪组织，以团队为核心，以滋扰、威
胁等为手段，在非法网络放贷行业
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欺压百姓、
扰乱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
劣社会影响，其参与的犯罪组织系
恶势力犯罪集团。涂某等 12 人受犯
罪集团的聘用和指派，共同参与非
法网络放贷，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多次对多人采取滋扰、威胁等方法，
强行索要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 4 年 2 个月至 3 年不等，并
处罚金 4.2 万元至 3 万元不等。

承办法官庭后表示，被告人的
套路就是骗取被害人签订虚高的
借款合同等，在借款逾期后，通过
各种手段向被害人及其亲友施压，
迫使借款人支付高额利息、续期费
和逾期费等。因此，如果在民间借
贷过程中，遇到类似贷款条件特别
好、签的是“阴阳合同”、单方面认
定违约等情况，必须提高警惕。对
于要签订的合同条款，一要看清，
二要弄懂，三要留痕，提高防范意
识，谨防受骗。一旦发现受骗，要
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2018年2月，浙江临海姑娘小慧因
为急着用钱在某网络借贷平台申请了
3000 元借款。经过平台的各项手续，
小慧实际拿到手的只有2250元。借款
才短短一周，对方就来电催讨。在对
方要求下，小慧陆陆续续归还了本金
3000元以及1800元的续期费。借款方
却称还款逾期，要求再交3000元。对
这一无理要求，小慧没理会。

然而没过多久，可怕的事便接踵
而来。先是有运尸车上门骚扰，紧接
着有人送来两个花圈摆在家门口，并
扬言要把小慧的头像合成淫秽图片贴
满全村。小慧的亲戚朋友们也被“呼
死你”软件电话骚扰……

在这一网络借贷平台背后，是一
伙“套路贷”犯罪团伙。他们为了追
债，不择手段，气焰嚣张。不少人被他
们逼得精神崩溃、妻离子散。从 2016
年2月至2018年4月，涉案受害人累计
达4000多人次。

2018年12月28日上午，浙江省临海
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任志伟、李宁等29
人“套路贷”犯罪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任志伟、李

宁合伙成立浙江千信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主营网络小额高利贷款。后两被
告人为方便非法讨债，成立了义乌市
浙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并纠集被告
人申磊磊、李建军等20余人实施了一
系列违法犯罪活动，系犯罪集团。该
犯罪集团通过实施辱骂、恐吓、“呼死
你”软件滋扰、叫外卖、家政、白事服务
上门滋扰、发送P图等行为，多次进行
暴力催收获得非法利益，扰乱社会生
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是
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告人任志伟、李
宁纠集他人为谋取高利贷非法利益，
组织、纠集人员多次采用滋扰、纠缠、
恐吓等手段进行高利贷逼债，扰乱正
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使他人产生心理
恐惧或者形成心理强制，属于恐吓他
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均已构
成寻衅滋事罪。

临海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任志
伟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
年。被告人李宁犯寻衅滋事罪，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其余27名被告
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至五年
不等的刑罚。

一起看似简单的民间借贷案件，
起诉5万元却最终按两万元调解，合法
权益受保护的申请执行人为何放弃部
分诉请？又是如何写下悔过书受罚
呢？办案法官从案件细微处入手，抽
丝剥茧，揭开了套路贷的“面纱”。

“对于本案，我并非全部了解，出
于朋友的信任，我乱用身份信息，没有
考虑到事情的后果，以后对于放高利
贷等行为，我坚决不参与……”1月初，
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丁某向浙江三门法
院院长汪勇钢提交了这份悔过书。

2018年5月，丁某向三门法院起诉，
请求判戴某返还借款5万元并支付利息，
并由符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审理
过程中，丁某撤回对担保人符某的起诉，
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
戴某返还借款两万元并支付利息，借款
分八期付清。协议生效后，戴某未及时
还款，丁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分
到了院长汪勇钢手上。

汪勇钢收案后，觉得起诉5万元调

解却变成了两万元有些蹊跷，针对这
个疑点，他调阅了原卷宗，发现借条笔
迹与借款人笔迹书写不一致，于是联
系了被执行人戴某做调查笔录。戴某
反映自己不认识丁某，只向江某借过
两万元，截至起诉之日，已向江某还款
1.81万元。

后查实，实际出借人江某与戴某
约定借款两万元，利息按月利率7%计
算，预扣利息1400元，实际交付借款仅
1.86万元。应江某要求，戴某出具了一
张借款金额5万元、月息3%、出借人与
日期均为空白的借条一张。实际出借
人江某与名义出借人丁某串通，在借
条出借人一栏补填了丁某姓名，并以
其名义提起诉讼。

“套路贷”实情浮出水面后，丁某
和江某分别向法院提交了悔过书，承
认自己的违法行为，丁某随即撤销执
行申请，本案终结执行。

经法院审理，丁某和江某双双被
罚，丁某被罚4.5万元，江某被罚9万元。

非法网贷暴力催
贷 看懂合同留证防骗

刑法相关规定

第一百一十一条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
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的。

近年来，“套路贷”犯罪越发猖獗，不仅直接侵
害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权益，而且其中掺杂的暴力、
威胁、寻衅滋事和虚假诉讼等索款手段更严重危害
社会稳定，因此必须予以严厉打击。

所谓“套路贷”，是指以各种名目骗取被害人签
订虚高的借款合同，虚高金额达一倍甚至数倍，随
后利用被害人无力还款的困境，迫使其以新的借款
进行平账，大幅度地抬高借款金额。从本期案例中
我们可以看到，“套路贷”的“借款”只不过是被告人
侵吞被害人钱财的借口，是以“借款”为名行非法占
有被害人钱财之实。

“套路贷”大多是团伙犯罪，数人以至数十人纠
集一起，采取各种违法手段侵占被害人的钱财。有
的敲诈勒索，有的侮辱谩骂，还有的大打出手，只要
达到侵占被害人钱财的目的，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
极。因此，确有证据证明三人以上组成较为严密和
固定的犯罪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实施“套路贷”
犯罪，已经形成犯罪集团的，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
对主犯从重处罚。

尽管“套路贷”的目的都是侵吞被害人钱财，但
由于手段不同，可能涉及不同罪名。有的可能涉及
敲诈勒索罪，有的可能涉及虚假诉讼罪，有的还可
能涉及寻衅滋事罪，有的甚至牵连两种以上犯罪。
因此，司法机关应当查清犯罪的性质和各种情节，
按照刑法的规定，准确适用罪名和刑罚，坚决遏制

“套路贷”违法犯罪的发展蔓延。
据《法制日报》

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急用钱网借高利贷急用钱网借高利贷 被骚扰花圈摆门口被骚扰花圈摆门口

五万还是两万成疑五万还是两万成疑 借条引出贷款骗局借条引出贷款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