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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投资APP无法登录和
提现，吴女士压根不相信自己被
骗了。今年3月起，她跟着“投资
大神”炒股票、期货，投入了230
余万元。尽管没赚到钱，
吴女士仍
以为是自己操作不当造成的。实
际上，
这些都是骗子设下的圈套。
“他们摸准了股民心理，设
下了一场场骗局。”民警说道。近
日，厦门警方成功捣毁一个“公
司化”运营的“虚假金融期货投
资”诈骗窝点，
抓获34名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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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初，市民吴女士在
网上看到一家名为 “投缘尚府”
投资机构的广告。广告中称，
该机
构有专业的投资“大师”指导炒
股和炒期货，还附 有一 个 名为
“赵诚论金”的微信号。吴女士添
加对方为好友，并被拉入了一个
股票交流群。
在股票交流群内，有两位自
称是投资专家的人，每天都在群
内分析荐股、
演示操盘。群里很多
成员都表示，
跟着“专家”买股票
赚了很多钱，称他们为“大神”。
吴女士看得心里痒痒的，便尝试
跟着投资。在“专家”的指导下，
吴女士下载了“博易云”APP并充
值了5
万元，小赚了一笔并成功提
现。随后，
吴女士又被拉入一个代
操作微信群。
“专家”表示，
现在股
票行情不好，
炒期货赚钱更快。于

是，吴女士又在“专家”指导下，
在APP上投入10万元炒期货，但
亏光了。这时，对方建议吴女士
多投钱，可以得到更高级的“大
师”的指导。这些“大师”除了会
给她“独门秘诀”外，还能拉学
员一起投入资金、拉动价格，赚
钱更容易。吴女士信以为真，听
信“大师”的话一直充值，一共
投入了230余万元。
到了5月，吴女士发现，该平
台出现异常，
经常无法正常登录，
也不能提现。在询问了专业的炒
股人士后，她才知道该投资平台
并没有接入真实的股票市场，且
网上也有人投诉在该平台炒股被
骗。于是，
吴女士立即报了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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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报警后，市公安局刑侦

支队联合思明分局及相关警种迅
速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通过对
信息数据研判挖掘，专案组成功
锁定该诈骗窝点藏匿于广州市天
河区某商业中心内。
6月28日，专案组组织警力
对该诈骗窝点进行了冲击，抓获
郑某飞、郑某梅等34名嫌疑人，
缴获大批手机、
电脑等作案工具。
“为了逃避打击，
这家公司悬
挂了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的招牌，
私底下还注册了10多个公司名
称。”民警说，
该犯罪团伙通过建
立虚假投资交易平台，
以“专家”
直播授课等形式，骗取受害人信
任，诱骗受害人下载虚假交易平
台，
再以伪造行情等方式诈骗。
目前，该案嫌疑人均已被警
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
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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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腿受伤的夜鹭，可怜兮兮地趴
在小区的角落里。居民和物业人
员发现后，赶忙将其交给林业人
员。只可惜，
最终这只夜鹭伤重不
治。事发于前日下午4点莲前西
路的一个小区内。
林业人员赶到时，物业人员
正捧着这只夜鹭急匆匆地走来：
“你们快来看看它，它的腿在流
血。”只见这只夜鹭双腿都折断
了，
伤口处不时滴落血滴。物业人
员表示，这只夜鹭是小区业主发
现的，
并及时转交给物业，但是他
们无法为夜鹭处理伤口，只好赶
忙求助于林业人员。
这只夜鹭为何伤得如此严
重？林业人员和物业推测，
应该是
小区内有人设置了捕鼠夹，夜鹭
不小心“中了圈套”，
伤了腿。

随后，林业人员将夜鹭带回
进行详细检查，无奈它的双腿已
经无法治疗，只能多喂食一些鱼
虾，延长其生命。但由于痛得厉
害，
夜鹭丝毫没有食欲。

记者了解到，
昨日早上，这只
夜鹭伤重不治。林业人员将其带
到偏远地带，
进行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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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即将大涨的消息，发布时选
在民警回访时，不少受害人
表示，群里的“专家”教的操作 ‘只对自己可见’。当这只股票
真的大涨后，再把这条朋友圈选
都是对的，自己会亏钱，都是因
为 ‘公开可见’，以此来打造
为没有听“专家”的话。在长时
间审讯后，民警终于明白了其中 ‘股神’的形象，让受害人对专
家深信不疑。”民警介绍。
的“奥妙”。
第四步，统一收割。等得到
民警表示，这个骗术套路很
“专家” 会表
深，
一共分为4个步骤。第一步， 受害人的信任后，
示，近来股市行情不好，建议受
是建群拉粉。骗子会在短时间内
大量建群拉人，每个群内有100 害人炒期货或是投资区块链，并
号人，
其中有四五十人是“托”。 表示一定会带着大家赚钱。
最初几次，
在“专家”的带领
第二步，是筛选受害人。骗
受害人一般能盈利，
之后便会
子会在群内发布大量股票信息， 下，
不停亏损。最终，
“专家”会表示，
吸引对炒股有兴趣的人留下。同
近期有一次大涨，号召大家一起
时，
骗子会把这些人引导到股票
投资。这时，
“专家”会让受害人
操作群内，做精细化管理。这些
少投入一些。但受害人急于翻盘，
操作群人数较少，其中80%都是
并在群里“托”的鼓吹下，
往往会
“托”。
投入大笔资金。这时，
骗子会通过
第三步，是培养受害人对
控制期货走向或是造假数据等形
“专家”的信任。骗子会在股票操
式，
让受害人以为自己投资失败。
作群内，
发送直播平台链接，
并声
这时，
受害人浑然不觉已经受骗，
称有“证券专家”在平台上免费
还以为自己是因为没听 “专家”
授课。实际上，
这些“专家”都是
的话，
才亏损的。
团伙成员假冒的。授课的股票咨
民警提醒，近来，虚假金融
询内容，
也是从网上搜索来的。
期货投资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我们调查时发现，骗子冒
手段不断翻新。市民要谨记，凡
充专家授课时，就是在一间出租
房内，摆放麦克风、手机录直播。 是网友拉你进入股票、虚拟货币
投资群，推荐你转账投资的，大
直播平台上只有声音，没有画
部分都是诈骗。
面。骗子们还会在朋友圈内造
假。例如，在朋友圈内发布一只
IJK LMNO:$%#!9;#

-./01234
56789:;<
P@QIZ[JK ,-.
\Q] ^_ `abO 见电动
车未上锁，在海沧工作的缑某
就顺手牵羊将其骑走。车用了
不到半月，缑某便被嵩屿派出
所抓获，丢失的电动车亦被物
归原主。日前，
电动车车主郭女
士为嵩屿派出所送上一面印有
“人民的好警察，亲民助民为
民”字样的锦旗致谢。
6月 27日，郭女士向嵩屿
派出所报警，称其停在阿罗海
城市广场的电动车被盗。接警
后，嵩屿派出所民警立即调取
案发周边的监控视频并连续
几日排查走访，最终锁定暂住
在阿罗海城市广场附近村庄
的缑某。
经调查，民警得知缑某的
上班地点。7月 5日上午，
民警

趁缑某上班的有利时机，在其
工作地点将其抓获。
民警进行审讯后，缑某交
代，案发当日，他下班经过阿罗
海城市广场，见停车场有一辆
没上锁的电动车，临时起意，将
车盗走并寄放在一家修车店门
口。根据缑某提供的地址，
民警
找回了郭女士丢失的电动车并
将其物归原主。电动车被寻回，
郭女士连连向民警致谢。
目前，犯罪嫌疑人缑某已
被海沧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海沧警方提醒各位市民，
应树立防范意识，养成锁车的
好习惯，避免留给犯罪分子可
乘之机。此外，
顺手牵羊只会受
到法律的严惩，
实在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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