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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5日，正好是首期还款
日。4月 14日晚，王某将小罗拉
进一个微信群，表示还不了本金，
并发出黄某 的电话录音。“录
音里，黄某 表示 2月份就发现
钱不够，并让代理人尽快接单，来
补漏洞。”小罗如是说。
发现该情况后，小罗立即修
改“任性付”密码，因担心影响个
人征信，她就把这件事告诉家人，
目前其家人已帮小罗还清在“任
性付”所套现的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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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参与“投资返利”，在顺
利拿到本息后，她就想以此赚点
零花钱，结果第二次 “投资”近
7500元，就遇到麻烦事了，这是
在校大学生小罗在近日的遭遇。
记者获悉，还有不少受害者
与小罗也有相同的遭遇，而与该
事件有紧密关系的，是厦门某高
校大三学生黄某 。昨日，
晨报记
者从厦门警方了解到，经集美公
安分局办案民警规劝，犯罪嫌疑
人黄某 主动到集美分局经侦大
队投案，现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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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小罗，在校大二学生。
她告诉记者，去年她通过微博，认
识了厦门某高校的学生王某，因
双方有不少的共同话题，她和王
某越走越近，为了方便联系，双方
互加为微信好友。
“王某既是 黄某 的室 友，
也是黄某 的代理人之一，帮她
介绍人来套现。”小罗说，
“去年
12月，我告诉王某，我的蚂蚁花
呗额度为 2000元，
王某就让我套
现‘投资’，并承诺每 1000元每
月可返利 100元。”
就这样，
小罗将 2000元直接
转账汇款给王某，两个月后，小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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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收到本金和利息，共计 2400
元。之后，小罗相信王某所说的
话。
上个月，王某又找到小罗，
让
她再次套现“投资返利”。小罗告

诉记者，
3月9日，她根据王某的建
议，
注册“任性付”平台的账号，
并
将账号和密码提供给王某，
让王某
自行操作。“她总共套现7492.
79
元，
分成3期，
并将钱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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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00元佣金及违约金。
被告后，阿坚也起诉了该中
介，要求返还已支付的 5000元
中介费及利息。阿坚承认其与卖
方签订了《协议书》，但中介在服
务的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且 3
月 6日签订的协议已于 3月 23
日终止履行。阿坚介绍，
中介在没
有卖方书面委托的情况下发布房
源，且在协议书签订后没有立即
做网签合同。“协议签订当晚，
卖
方就提出违约，还在其他中介继
续销售该房产。”在阿坚看来，
中
介并没有尽到中介义务，无权主
张全额中介费。
对于未履行中介义务一说，
该中介不予认可。中介称，
双方签
订协议，他们已经促成了双方的
房产买卖。另外，
阿坚与小梅私下
办理讼争房产解押、过户、交接
等，
没有经过他们办理，并非他们

不履行代为办理义务。事实上，
他
们也未主张返还协议中约定的代
办费 800元。另外，
针对 2017年
3月 23日撤销网签一事，中介认
为这并不影响买卖双方和他们签
订的《协议书》的约定。
海沧法院调查获悉，双方签
订协议后产生纠纷，小梅提出违
约，未向中介出具讼争房产书面
委托材料，
故中介撤销网签。但至
庭审时，讼争房产已过户至阿坚
名下。海沧法院认为，
经中介居间
介绍，
阿坚与小梅签订了协议书，
达到了向小梅购买讼争房产的目
的。中介已经履行了居间人义务，
阿坚应向其支付中介费。去年下
半年，
海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阿
坚应向中介支付中介费 34100元
及违约金。判决后，
阿坚上诉。近
日，
经市中院调解，
阿坚同意再向
中介支付 3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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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厦门市公安局
了解到，
4月 13日，集美警方接
!#$"
群 众 报 警 称 ，多 名 学 生 被 人 以
hi`jklm
“投资返利”的名义套取钱款。集
nopdqr
美警方高度重视，立即受理该案
并开展调查。
晨报记者注意到，不少受害
经初查，黄某 ，女 ，
21岁，
者的遭遇，都和小罗非常相似，只
莆田人，
厦门某高校大三学生。自
不过被套取的钱款有多也有少。
记者了解 到，
4月 13日 起， 去年 12月起，以吸引投资并承诺
代理人就联系不上黄某 本人。 高额利息为名，通过对方直接转
账汇款或用“蚂蚁花呗”套现支
一些受害者表示，他们曾发现，黄
付等方式套取钱款。集美警方也
某 给一平台主播刷了 20万元
对黄某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金额的礼物。不过该说法尚未得
立案侦查，在校方的支持配合下，
到证实。
正全力追查黄某 的相关线索及
昨日，晨报记者加入受害者
案件具体情况。
的微信群里，不少受害者除了对
4月 16日 18时 30分，经集
此事愤愤不平外，也为越来越临
美公安分局办案民警规劝，涉嫌
近的还款日而坐立不安。
受害者小王表示，她被套取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嫌疑人
钱款近万元，
现在焦虑不安。“我
黄某 ，主动到集美分局经侦大
父母平时都舍不得花钱，我根本
队投案。
不敢告诉他们这件事，怕他们承
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 已
受不住，现在还款日又越来越近， 被集美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
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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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完房产买卖协议，因
卖方反悔了，买方答应给中介的
佣金是否还需支付？去年下半年，
海沧法院一审判决了这样一起纠
纷。买方不服上诉，
近日，市中院
成功调解了该纠纷。
2017年 3月 6日，通过某
房产中介，
阿坚（化名）作为买方
和卖方小梅（化名）达成了房产
买卖意向。阿坚、
小梅、该房产中
介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小
梅将其名下位于海沧的一套房产
出售给小坚。
《协议书》中还明确
约定，
协议签订当日，
阿坚向该房
产中介支付中介费 39100元 及
代办过户手续费 800元。签完协
议，阿坚向房产中介支付了佣金
5000元。余下的佣金，阿坚迟迟
未向中介支付。去年 7月，
房产中
介起诉了阿坚，要求支付剩下的

“当时代理人一直说不会有
问题，我也是抱着赚点零花钱的
心理，
才去套现并转账给他们。”
受害者小张如是说，
“这件事爆发
后，我才知道有黄某 这个人，才
知道黄某 才是代理人的上家，
真的是被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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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两名女子冒充香
港商人，以货物被海关扣押急
需5万元保证金为由，
向张女士
借手机“中转”保证金，
仅需10
分钟即可归还手机。张女士没
有戒心，
一口答应了。一个小时

后，两名女子迟迟没有归还手
机，但张女士手机微信绑定的
银行卡被消费了12500元。张
女 士 恍 然 大 悟——
—自 己 被 骗
了。4月3日，
民警成功抓获这两
名嫌疑人。目前，
两名嫌疑人均
被依法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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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群众报警称在小西门公交站
有人摆摊以押宝方式诈骗过路
老人。出警民警陈火水立即与
巡逻队员对该地点迂回包抄，
秘密靠近该地点，后当场将实
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欧某、张
某等人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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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该犯罪团伙在路边
用“黑红卡”进行押宝诈骗，两
黑一红的卡片，
只要押中红卡，
就能赢钱，
押多少，
赢多少。同
伙的“托”卖力表演，连续赢得
五十元、
百元，
引诱不明情况的
群众参与。目前，
犯罪嫌疑人欧
某、
张某等人均被刑事拘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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