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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记者曾报道多名老人遭遇以理财为名的
“房诈”骗局。

北京市海淀区、丰台区等地有老人表示，其被推荐一
款“以房养老”的理财产品，通过抵押房屋向贷款公司借
款理财，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委托书”。后期，老
人无法如期收取利息，其名下房产也被低价卖出，甚至有
价值690万元的房产以1000元价格卖出的案例。

近日，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判决书显示，2014 年至
2017年1月间，被告人广艳彬以类似手段骗取48名被害
人共计7500余万元集资款，并将其用于赌博、挥霍及
归还个人债务等。法院判决，被告人广艳彬犯集资诈骗
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同时，责令其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发还
各被害人。

投资新型理财投资新型理财，，每月高息收益每月高息收益
所谓所谓““以房养老以房养老””竟是骗局竟是骗局

判决书显示，多名受害者曾遭遇广艳彬设计的“以
房养老”骗局。

记者此前报道，约在2014年12月，居住在北京海
淀区的张女士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广艳彬，其表示有一种
新型的“以房养老”理财模式，具体做法是将名下房子
抵押出去借款，然后用借到的钱投入理财项目，月回报
率可达10%，3个月后本息全部收回，再用本金赎回房
产证。这只需要签订几份简单的协议就可以了。

在广艳彬的反复劝说下，张女士同意进行“投
资”。随后，广艳彬又向其推荐了另一名“委托代理
人”邵某，称其有深厚的“关系”，能找到抵押贷款，
只需要将手续交给这名代理人，等着收利息就行。而邵
某也表示已找到同意借款的人，可以提供抵押贷款给
她。

接着，代理人邵某与张女士一起到了北京某公证
处，拿出厚厚的一叠文书，前后几分钟，就在所有文书
上签了名。签订过程中，邵某以“快要下班”为名，不
让她看文书内容，并表示文书都是统一格式，已经审核
过，只需要签字和按手印就行。

就这样，所有文书都签了张女士的名字，而公证人
员也没有跟她解释签的是什么文件，就将房子抵押出
去，借到了200万元。然而，不到半小时，张女士就在
邵某“指导”下，当场以借款的名义，将这200万元中
的191.2万转给了广艳彬，其余的取出现金8.8万元，8
万元据称是手续费，8000 元是给工作人员的“活动
费”。

直到所有文书合同都签订后，张女士仍不清楚签订
的具体内容，更不知道房屋的处置权已委托给广艳彬。

合同签订以后，张女士真的从广艳彬那里收取到了
每月2万元的利息。然而，这种“好事”持续了不到两
年。后来，张女士和女儿到房管局查询获悉，名下房产
已以1000元的总价被卖给了一位不认识的人。而按照
市场价，位于海淀区知春里的这套房子，市场价当时超
过690万元。

骗取集资款超过骗取集资款超过75007500万万
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

记者从判决书中看到，除了“以房养老”外，广艳
彬还虚构其他投资说辞行骗。比如，虚构澳大利亚悉尼
国际娱乐城投资项目、中国店网投资项目等。不过，其
行骗套路基本一致，即向被害人承诺支付高额利息，骗
取被害人巨额集资款。广艳彬还唆使被害人进行房屋抵
押贷款，将所贷款项交给广艳彬“投资”，并帮助被害
人联系从事民间借贷的邵某、龙某等人。最后，被害人
不仅交给广艳彬的集资款遭受损失，部分被害人的房屋
亦被出售。

经查，2014年至2017年1月间，广艳彬以此手段骗
取潘某、韩某等48名被害人，并先后诈骗集资款共计
人民币7500余万元，用于赌博、挥霍及归还个人债务
等。2017年1月20日，经受害人报警后，广艳彬被公安
机关抓获归案。同年2月27日，因涉嫌诈骗，广艳彬被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批准逮捕。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听取各方辩护意见后表
示，本案认定广艳彬集资诈骗7500余万元，已扣除了
其向被害人支付的利息部分；广艳彬以支付高额利息为
诱饵骗取被害人的集资款，其返还利息系犯罪的手段，
不能作为对其从轻处罚的依据。同时，广艳彬以老年人
为诈骗对象，为诈骗唆使被害人抵押房屋借贷，并将诈
骗款用于赌博等违法活动，社会危害性极大，不能对其
从轻处罚。广艳彬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予支持。

法院认定，被告人广艳彬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
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集资
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2018年12月，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广艳彬犯集资诈骗罪，判
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同时，责令被告人广艳彬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发还各被害人。

本报综合消息

发现

一天接20多个骚扰电话
号码多以95开头

近日，多名用户反映称，接到了不
少骚扰电话，和以前多以400开头的号
码不同，近来接到的骚扰电话多是以
95开头，而且多为8位数。

田先生6日对记者称，仅5月5日
一天，他就接到了20多个95开头的骚
扰电话，平日这种电话有时候多有时候
少，打来的电话基本是推销商铺、推销
保险、贷款服务等不同内容。另一名用
户胡先生称，他每天都能接到好几通骚
扰电话，曾有一天接到过10个，后来他
设置了来电拦截，情况稍微好些。

江先生对记者称，最近总是接到
95开头的号码打来的骚扰电话，有的推
销电话是真人语音，有的听起来就是智
能语音，“态度没有问题，就是每天都打
有点烦。”江先生说他也试图开通拦截
服务，“但是软件只能提醒你是骚扰电
话，不能彻底拦截，如果开通拦截服务，
有可能正常电话也会被拦截”。

根据用户提供的骚扰电话截图，
记者看到，电话多以9520和9521开头
为主，一般为 8 位数。记者拨打这些
电话，均被提醒是空号或是无法接通。

调查

多家公司提供95码号代办
称“有钱就可办”

记者查询看到，目前有多个公司
称可以提供95号码申请办理服务。6
日，记者随机咨询了一家公司，工作人
员李女士称，申请95码号的电话，公司
需有呼叫中心许可证，注册资金达到
1000 万元以上，要求中资企业以及 3
人近三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等条件。

李女士称，目前申请的95码号以
952为主，953和955则是特殊岗位才可
以申请，号码6位至8位都可以，8位数
的是扩充号。在价格方面，李女士称代
办呼叫中心许可证为1万元，申请号码
则要付5万元或者是8万元，“根据申请
号码的快慢来定价格”。李女士称，呼
叫次数没有限制，使用上也可以再单独
购买系统，可以播放语音来代替人工拨
打，“这个公司也可以帮忙介绍”。

另一家可以提供95码号申请服务
的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如果达
不到开通条件，公司都可以帮忙代办，

“比如认缴资金要达到1000万元以上，
可以到工商部门增资。后期营业执照
要增加‘增值电信业务’的项目，可以
帮忙办理。还有社保证明，公司也可
帮忙弄。”孙先生称，“基本上只要给钱
就能办”。

孙先生对记者透露，95码号呼出

电话没有限制，但最好是呼入和呼出
数量成正比，但孙先生也表示，很多购
买或租用 95 码号的公司都是一个目
的，就是用来做推销，“即便被标记成
骚扰电话了，后期可以做处理，花点钱
解除一下就可以了。”

另一家公司工作人员称，企业也
可以选择“挂靠”到有95码号的公司名
下，6位数的95码号可以进行扩展到8
位数，企业租用扩展的号码后，就可以
向各地进行电话推销。

另一位业内人士称，因为很多银
行客服用的号码都是95开头，而且一
些企业的客服电话也是95开头的6位
号码，所以近来很多公司出于推销的
目的，也购买了95码号，一方面是因为
号码较短，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鱼
目混珠”，达到让用户接听从而进行营
销的目的。

治理

工信部联合多部门专项行动
谁接入谁负责

对于骚扰电话的治理，记者注意
到，去年 7 月份，十三部门联合印发

《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
决定自2018年7月起在全国范围内组
织开展为期一年半的综合整治骚扰电
话专项行动。方案中明确，要加强语
音线路和码号资源管理，各基础电信
企业要按照“谁接入谁负责”的原则，
严格语音线路和“95”“96”“400”等码
号资源的用户资质审查，规范资源使
用，全面掌握使用主体、接入位置、资
源用途、允许传送的主叫号码等信息，
定期排查语音中继、互联网专线接入，
杜绝违规使用线路资源的行为，严禁
为非法经营、超范围经营提供线路资
源和业务接入。同时，要加强电话用
户合同约束，全面规范营销外呼业务
以及全面清理各类骚扰软件。

此外，据工信部网站信息，全国多
地也对骚扰电话进行了治理。今年年
初，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通过用户投诉和
技术监测等渠道和手段，对发现使用95
开头主叫号码对安徽省电信用户实施
超频呼叫的北京艾为飞鸿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市轻码云科技有限公司等2家
呼叫中心企业实施了约谈。今年4月，
江西省通信管理局出台江西省骚扰电
话处置规则，对未经用户同意，拨打商
业广告电话的，暂停其名下所有号码六
个月，一年内不得为其申办新号码。

就在近期，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大
运营商也给用户发送短信表示，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未经用户同意，任何组
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向用户拨打商业营
销电话。为维护用户的合法权益，我
们将对涉嫌营销扰民的电话号码进行
依法处置。

防范

有的运营商提供拦截服务
用户可多渠道举报

对于防范骚扰电话的方法，5月6
日，记者电话询问运营商是否有相关
措施，中国电信客服表示，用户可以在
微信公众号中选择“翼保耳福”服务，
其中可以提供高频呼出、诈骗电话、骚
扰电话、业务推销、房产中介和保险理
财等类型。

中国移动客服表示可以办理移动
推出的相关业务，进行骚扰电话拦截，
但需要满足半小时内接到30条骚扰电
话或短信的条件。此外，可以选择第
三方软件的拦截服务。

此外，接到骚扰电话，可以通过电
话、微信、网站等方式进行举报。向
12321 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
中心举报。

律师看法

提供码号代办服务
或被认定为共犯

对于骚扰电话涉及的法律问题，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韩骁律师介绍，

《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规
定严禁在用户明确表示拒绝后仍向其
拨打营销电话，对违法违规企业和从
业人员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予以行政
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多次发
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
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 5 日以下拘留
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
元以下罚款。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打骚扰电话涉
嫌违反《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
案》及《治安管理处罚法》，如通过打骚
扰电话实施诈骗、敲诈勒索、虚假广告
宣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行为，涉嫌
违反《刑法》中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虚
假广告宣传罪、非法出售或者向他人提
供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等法律规定。

而对于明知用户购买码号是用来
拨打骚扰电话的，韩骁称，《综合整治骚
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规定，对明知从
事违法犯罪活动，仍提供网络、技术、线
路等服务的企业和人员依法严惩。明
知购买者用来打推销骚扰电话进行违
法犯罪活动，仍提供代办服务，违反综
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严重者
可能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共犯。

韩骁介绍，如果骚扰电话严重干
扰公民正常生活，公民可向公安机关
进行举报，要求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
罚；如果骚扰电话涉嫌犯罪，公民可向
公安机关报案，要求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 本报综合消息

以房养老骗局被告被判无期
95开头骚扰电话 卖家称付费就能办

近期，不少用户频繁接到号码以“95”开头的
骚扰电话，包括推销贷款、房产等不同内容，有用户
称曾一天接到20多个95开头的骚扰电话。

5月6日，记者调查发现，有多个公司可以提供
申请95码号电话的服务，价格大约在4万元至6万
元不等。还有公司称，可以帮助企业达到申请95
号码的条件，“只要给钱就行了”。

针对屡禁不止的骚扰电话，工信部曾联合 13
个部门下发了《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
要在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联合整治
骚扰电话产业链，定期进行归类和公示。三大运营
商近期也表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未经用户同意，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向用户拨打商业营销电
话。律师称，拨打骚扰电话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明知购买者用来打推销骚扰电话进行违法犯罪
活动，仍提供代办服务，违反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
项行动方案，严重者可能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共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