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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7月16日电 湖南省绥宁县公安局近期侦破一起
涉案上亿元的特大网络电信诈骗案，受害者遍及全国各地数十个
省份，抓获犯罪嫌疑人35人，冻结涉案资金3100余万元。

记者调查发现，该网络电信诈骗团伙构建虚拟投资平台，用
话术诱导股民在虚拟股票盘上进行“买卖”，牟取巨额利益。

以“内幕消息”为噱头，嫌犯一天打上千个电话寻找目标

2019年初，38岁的绥宁人刘怡（化名）接到陌生电话，对方称
可推荐能快速挣钱的股票。刚刚炒股没多久的她信以为真，加入
一个微信群，并按照一名“老师”的指示，在一家公司的平台开设

“账户”，分批转入15万余元。
令她没想到的是，这个账户并不是真实的股票账户，显示在

账面上的资金仅是一个数字。在第一次顺利提取5万余元后，她
所购买的“股票”迅速被虚拟平台强行平仓，“老师”再也联系不
上，损失近10万元。

刘怡意识到可能遭遇了诈骗，于是报警。警方初步调查发
现，像刘怡这样的受害者有1000多人。这一诈骗团伙分工明确，
以股民为主要目标，以“内幕消息”“推荐好股”“筹资操盘”等为噱
头，利用虚拟股票平台诱导股民投入大量资金实施诈骗。

据调查，这一团伙中有“客服人员”约20名，每天逐一拨打“客
户”电话。这些电话或是从网上找来的，或是购买个人信息获得
的。“客服人员”以广撒网的方式寻找诈骗目标。

犯罪嫌疑人范某供述，每名“客服人员”每个月至少要完成将
100人拉进微信群的目标，否则就会被开除。“100人是底线考核目
标，超过100人的部分，每拉1人奖励5元。”曾当过“客服人员”的
犯罪嫌疑人黄某供述，他每天至少要打1000个电话。

绥宁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唐彬介绍，这一团伙中有负责
管理下线人员的“老板”，有负责组织诱骗股民加入微信群的“客
户经理”，有对虚拟股票平台进行操作的“技术人员”，有对受害者
资金进行转移的“财务人员”……各自分工明确，互不透露消息。

基本套路：“老师”荐股—托儿叫好—给甜头诱入—割韭菜

多名犯罪嫌疑人供述，他们每天会将新加微信的股民集中建
微信群，各自扮演不同角色，推荐股票或是诱导投资。基本套路
如下：

——“老师”荐股，开直播“高谈阔论”。每个微信群里都有一
个特殊人物，被称为“老师”。“老师”负责推荐股票，或是引导受害
者进入在线网站听炒股讲座。办案民警介绍，这些“老师”往往打
着“跟高手操作快速获利”的旗号，尽可能地表现专业，让受害者
信赖。他们有时还谎称是证券公司负责人的亲戚，掌握股票内幕
信息，诱导受害者大额投资。

办案民警介绍，这些“老师”能从诈骗团伙中获得高额分成，
其中有一名“老师”一周所获分成就高达16万元。

——扮“托儿”叫好，鼓吹受益。黄某等人供述，他们每个人
负责多个微信群，每天从网络上搜集股票信息进行发布。他们另
一个重要任务则是扮演“托儿”，接受“老板”或“老师”下达的指
令，在群里为“老师”的授课叫好，或者吹捧“老师”推荐的股票使
其赢利不少。

23岁的犯罪嫌疑人胡某某供述，他被团伙分配了4个微信号，
在微信群里不停地切换身份当“托儿”，让受害者误以为有不少人
都赢利了。诈骗团伙每周还会召开营销形势分析会，统一口径对
入群股民灌输信息。

——先给甜头，诱导大额投资再收割。办案民警介绍，这一
团伙构建了多个虚拟的股票平台，取名与正规证券公司平台相
似，并用P图等方式模仿大盘走势，谎称是一些证券公司下属的子
公司平台，诱导受害者在这些平台上开户和投入资金。实际上，
这些所谓的股票平台，只是诈骗分子开设的虚拟盘。

一名办案民警说，诈骗分子最初先让受害者尝到一点甜头，
随后将其投入的大额资金转入诈骗团伙的银行账户上。在“收割
后期”，这些“老师”诱导股民采取配资杠杆的方式投入巨资，等股
票下跌就强行平仓，令受害人账面资金大幅缩水。

“受害人投入虚假平台的钱，看上去是购买与市场名称、走势
一致的股票，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进入正规股票市场。”绥宁县公
安局反电诈专干黄少军说，当受害者想提取资金时，诈骗团伙就
设置诸如“平台出了网络问题”等障碍，并直接失联。

专家建议严厉打击身份证、手机号码、微信号等买卖行为

在这一案件中，股民普遍损失超10万元。唐彬说，犯罪嫌疑
人通过专家讲解、挑动攀比、扮“托儿”吹捧等手段对股民进行诱
骗。

此外，记者发现，犯罪嫌疑人通过各种方式强化股民“股市不
规范”“有操作空间”的认识，将所谓“内幕消息”与真实新闻混杂
在一起集中轰炸、灌输。

黄少军提醒，股民在投资之前应尽量从多渠道确认平台属
地、性质、资金流向、过往历史等，切勿轻信他人推荐的平台，资金
不能轻易汇入、转账至私人或其他非证券公司账户。

据警方介绍，由于诈骗者所使用的诈骗工具，如电话号
码、微信号、银行卡等多为网络购买或网下非法购买，并且频
繁更换，侦查机关难以直接锁定嫌犯。同时，这一案件构建的
虚拟炒股平台具有高度欺骗性，不少股民损失大额资金后，仍
以为是“炒股失利”，未及时报案致使警方不能及时、全面掌握
案件证据。

专家认为，防范、打击此类网络电信诈骗，需电信运营商、网
信、公安等部门加强联动。有关部门要对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
码、微信号等买卖行为和售卖公民个人信息的平台严厉打击；同
时，对涉嫌诈骗的公司、网络平台在信息传送、资金往来上进行实
时监管，防止资金和人员出逃。

“内幕消息”“推荐好股”的背后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

史竞男）按照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部署，北京市、上海市“扫黄打非”办
公室联合网信、新闻出版和文化执法
等部门，15日分别对晋江文学城、番
茄小说、米读小说运营企业进行约
谈，要求针对传播网络淫秽色情出版
物等问题进行严肃整改。

据全国“扫黄打非”办通报，根据
问题性质，责令晋江文学城网站及移
动客户端自7月15日20时起停止更
新、停止经营性业务15天,在网站、移
动客户端首页登载整改公告，并予相

关行政处罚；番茄小说移动客户端于
7 月 15 日 20 时起停止更新、停止经
营性业务3个月，并在首页登载整改
公告；米读小说网站及移动客户端自
7 月 16 日 12 时起停止更新、停止经
营性业务 3 个月，并在网站、移动客
户端首页登载整改公告。

全国“扫黄打非”办指出，网络文
学蓬勃发展有目共睹，其间涌现出一
大批优秀的网络文学作者、作品，但
是也有一些不美好甚至低俗、色情、
淫秽的网络文学作品，有一些失于内
容审核、想打“擦边球”、甚至堂而皇

之传播有害作品的互联网企业，不仅
损害读者权益，也极大败坏了行业风
气。对此，全国“扫黄打非”办将联合
相关管理部门、执法部门，网上网下
同一标准，严查严打严处，对有害作
品坚决保持零容忍。

下一步，全国“扫黄打非”办将进
一步加大网络文学整治力度，广泛接
受群众举报，深入开展作品监测，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边查处边曝光。对那些
屡谈不改，屡查屡犯的不良网络文学
企业，将依法处理，并向读者发出风险
警示，发动社会力量开展监督。

新华社武汉7月16日电（记者
冯国栋）武汉警方16日通报称，14日
发生在汉口百年历史建筑江汉饭店
的火灾事故责任已查明。江汉饭店
法人代表、董事长，以及项目单位负
责人和相关施工人员等10人因涉嫌
重大责任事故罪，已被警方依法刑
拘。

据武汉警方通报，“7·14”江汉饭
店火灾事故发生后，相关事故责任调
查迅速启动。记者从办案单位了解
到，闲置10年的江汉饭店，从今年6
月开始实施内部改造工程。武汉聚

鑫全向物质回收公司通过招标承接
了相关改造项目。

7月14日下午1时许，现年47岁
的电焊工郭某，在切割江汉饭店二楼
冷却塔的铁架时，违规操作引发火
灾，致该建筑屋顶被烧。7 月 15 日
晚，在当地警方支持下，民警赴湖北
省大悟县将郭某抓获。

10名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
罪嫌疑人已被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
分局刑事拘留，包括江汉饭店法人代
表、董事长兼湖北合汇置业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长杜某，武汉聚鑫全向物

质回收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彭
某，湖北合汇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何某、王某，合汇置业项目经理邓某，
现场负责人、安全员杨某，武汉聚鑫
全向物质回收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余
某，现场负责人、安全员王某，电焊帮
工韩某以及电焊工郭某。

14 日 15 时许，位于武汉市江岸
区胜利街 245 号的江汉饭店突发火
情。起火的江汉饭店是一栋百年历
史老建筑，饭店于 1910 年开业。火
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今年 5 月，西安奔驰女车主
薛某某坐在车盖哭诉维权后，她
及所属公司在沪被商户指控涉
嫌诈骗。

记者16日从上海警方获悉，
上海警方就薛某某及其所在公
司被指涉嫌职务侵占、合同诈骗
犯罪一事，通报调查结果称：未
涉职务侵占，不予立案。

警方表示，2019 年 5 月 16
日，公安机关接群众举报称，上
海竞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徐某、股东黄某某，监事
薛某某涉嫌职务侵占犯罪；上海
竞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涉嫌合
同诈骗犯罪。上海市公安局闵
行分局于当日依法对此案受理
并开展审查。现将该案调查情
况通报如下：

经调查，未发现上海竞集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徐
某、股东黄某某、监事薛某某在运
营、管理公司“守艺人”项目过程
中，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
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情况。

在调查中未发现上海竞集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
中，骗取项目供应商及商户财、
物的行为。

据此，公安机关已依法作出
不予立案决定。

3 个月前，在西安利之星奔
驰 4S 店，薛某某花 66 万元人民
币买到的奔驰车提车不久就发
生漏油，几经协商未果后，薛某
某坐上汽车引擎盖，在4S店哭诉
维权。之后，相关视频被热传，
引发社会持续关注。

4 月 16 日深夜，薛某某与西
安利之星奔驰 4S 店达成和解协
议。但与此同时，薛某某深陷

“被追债”风波，被指在沪诈骗上
千万、卷款潜逃。

新华社伦敦7月15日电（记者张
家伟）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新
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成年
人过去 40 年间平均每天食盐摄入量
在10克以上，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量的两倍。此前，中国政府已鼓励全
社会参与减盐。

玛丽皇后学院研究人员在新一期
《美国心脏病协会杂志》发表论文说，
他们分析了有关中国居民摄入食盐的
大量已发表数据，涉及 900 名儿童和
2.6万名成年人，结果发现中国居民过
去40年中食盐摄入量一直居高不下，
还发现了南北方差异。

研究显示，中国北方居民食盐摄
入量达到平均每天11.2克，较上世纪
80年代时的12.8克有所减少。研究人
员认为原因包括中国政府在提高全民
减盐认识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也包括
百姓因一年四季蔬菜丰富而对腌菜等
食品的依赖逐渐减少。

不过这种下降趋势并未出现在中国

南方。南方居民食盐摄入量从上世纪80
年代的平均每天8.8克，增加到如今的
10.2克。研究人员认为原因可能是政府
的减盐努力被一些因素抵消，如人们更
多摄入加工食品、更多在外就餐。

研究还显示，中国3岁至6岁儿童食
盐摄入量已达世卫组织建议成人食盐摄
入量的最高值（每天5克），年龄更大孩子
的平均每天食盐摄入量则接近9克。

论文作者之一、伦敦大学玛丽皇
后学院教授何凤俊说，在中国，大部分
食盐摄入来自家庭烹饪用盐，而当前
的一个趋势是加工食品、街头小吃、餐
馆和各种快餐连锁店快速发展，需要
注意相关食品中的含盐量。

过量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
心病、中风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前已有研究显示中国居民食盐摄入
量偏高，并引起有关方面重视。中国
今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
国行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鼓励全社
会参与减盐。

晋江文学城、番茄小说和米读小说被约谈

武汉百年建筑火灾事故10人被刑拘

西安奔驰维权女车主被指诈骗

上海警方通报：不予立案

研究再次显示中国人食盐摄入量偏高

这是洪水经过广西梧州市区的情景（7月16日无人机拍摄）。
当日，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梧州市迎来西江2019年第2号洪水，洪峰于当日

中午通过梧州市区。12时，西江梧州水文站水位达19.82米，超过警戒线1.32
米。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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