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15日是全

国公安机关打击和
防范经济犯罪宣传

日。记者今天从上
海市公安局新闻发

布会获悉，通过精准
预警和精确打击，

今年以来，上海警

方已侦破各类经济
犯罪案件 1300余起，

挽回经济损失 45?
余元。

据市公安局新
闻发言人办公室庄

莉强警官介绍，今年
3月，针对奶茶店铺

加盟商户“异常关
停”的情况精准研

判，成功侦破了本市
首例以虚假品牌奶

茶招商网站吸引加
盟商、虚构履约能力

骗取加盟费的“套路
加盟”合同诈骗案，

实现了行业经济风
险的有效整治。

警方还依托行
刑衔接和警企协作机制，加强

重点行业领域经济违法犯罪的
联合打击整治。今年 4月，警方

会同本市医保部门，及时排查

发现多个医保账户存

在异常。经深入研判，
发现并循线捣毁了多

个诈骗医保基金、非法
经营医保药品的犯罪

团伙，有力守护了医保
基金的安全。

针对金融犯罪有

向新领域新业态蔓延
的新情况，上海警方会

同上海市金融局、上海
银保监局、上海证监局

等行政监管部门密切
关注行业动态，深入商

圈、楼宇等重点区域，
做好属地管控和风险

排摸，力求实现从“打
早打小打源头”向“防

早防小防源头”转变。
上海警方还深入

推进“猎狐 2021”和
“春季追逃”专项行动，

坚持破案与追逃并重、
追逃与追赃并重、追逃

与控逃并重，强化国际
警务合作和跨省公安

协作，持续开展境内外
在逃人员的缉捕和劝返工作，

捍卫法律尊严和经济金融安
全，维护百姓合法权益。

首席记者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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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奶茶店门前突然生意火爆，

顾客大排长龙，这背后竟然可能涉嫌
犯罪？

近日，上海警方在河北、广东等
地公安机关大力协助下，成功侦破了

本市首例以虚假品牌奶茶招商网站
吸引加盟商、虚构履约能力骗取加盟

费的“套路加盟”合同诈骗案，抓获金

某、王某等 90余名犯罪嫌疑人，捣毁
多个虚假招商网站，查获大量虚假授

权文书、合同文书、话术清单、贴牌奶
茶等涉案物品，涉案金额 7?余元。

2020年 5月，市民王先生在互
联网上看到一则某知名品牌奶茶招

商加盟的广告后，萌生了加盟创业的
想法。进入网站留下联系方式后不

久，客服人员便主动来电，为王先生
详细介绍了管理方式和盈利前景。

但几番洽谈后，客服又以该品牌
奶茶加盟名额已满为由，转而向王先

生推荐了一个名为“茶芝兰”的奶茶

品牌。客服称，“茶芝兰”是与该品牌
奶茶同属一个集团的第三代品牌，并

邀请王先生前往公司实地考察。
在公司，招商经理张某热情地接

待了王先生，向其出示了奶茶品牌的

招商授权书，同时展示了“茶芝兰”品
牌奶茶的宣传视频。张某向王先生承

诺，加盟后公司会统一安排选址筹
建，配发生产设备，供应产品原料，并

提供培训指导、技术支撑、运营管理、
广告宣传等全方位配套服务，王先生

只要加盟就能轻松盈利。很快，王先

生便与公司签订协议，并支付了 10

万元加盟费。

加盟之后，公司承诺的“全方位

配套服务”并未兑现，所谓的张经理
也不知所终。王先生的店铺生意惨

淡，仅仅开张 3个月就面临关停的窘
境。气愤的王先生找到公司讨要说

法，公司却以王先生经营不善为由，
对其诉求置之不理。

2020年 12月，上海警方依托大
数据分析，发现了大量奶茶店铺加盟

商户“异常关停”的风险，认为可能涉
嫌经济犯罪。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即会

同松江公安分局组成专案组开展侦
查，并于今年 3月 23日将以犯罪嫌

疑人金某、王某为首的诈骗团伙一网
打尽。

经查，犯罪嫌疑人金某、王某等
人为牟取非法利益，成立某餐饮公

司，并在公司内部设立网络部、话务
部、商务部、运营部等多个部门，在未

经权利公司授权许可的情况下，搭建
多个虚假知名品牌奶茶招商加盟网

站，设计发布带有“品牌加盟”字样的
招商广告，吸引获取潜在加盟商联系

方式；随后，收购或注册“花点点”“茶
芝兰”等 50余个奶茶品牌，通过设计

“知名品牌旗下产品”“全程一站式服
务”“大数据科学选址”“投资加盟稳

赚不赔”等宣传话术，安排话务员对
外推销加盟业务。事实上，公司对外

宣称的专业培训讲师根本不具备奶

茶行业从业经验，各项服务也是无稽
之谈。

为获取加盟商信任，犯罪嫌疑人
还伪造了多个品牌的授权文书，并设

计编印大量宣传材料。甚至在加盟商
实地考察时，犯罪团伙还以每人每日

40至 80元不等的价格，雇佣人员冒

充消费者，在奶茶店铺前循环排队，

营造生意火爆的假象，以层层铺设的
加盟套路骗取加盟商的信赖。

而在加盟商交纳加盟费用后，犯

罪团伙则通过拖延门店选址时间、翻
看地图随机选址、抬高装修采购报

价、供应原料以次充好等方式消极履
约，直接导致大量加盟店经营惨淡甚

至关门停业，有的加盟店每月营业额
仅有几千元，远不足以冲抵运营成

本。为逃避追责，犯罪团伙还频繁更
换公司、品牌和收款账户。

目前，90 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
嫌合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侦查中。

首席记者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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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市民在投资加盟时应审慎
考察合同标的的真实性、加盟品牌的

盈利能力和对方的履约能力，切勿轻
信不法分子低投入、 高回报的谎言。

若发现此类情况，请及时前往公安机
关报案。

奶茶店大排长龙背后涉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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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好这三 骗子骗不了
一季度金山电信网络类诈骗接报既遂案件同比降逾三成

    在直播间穿着暴

露，动作诱惑，与刷礼
物的网友私聊发送特

殊“福利视频”……今
年以来，长宁区检察

院以涉嫌传播淫秽物
品牟利罪，依法对“享

爱”“小奶猫”等 App

女主播批准逮捕 29

件 34 人，提起公诉

24件 29人。截至目
前，已有 31名女主播

被判处刑罚（含去年
起诉今年判决案件）。

2020年 8月，公
安机关接到市民举报

称，某直播平台直播
间内有主播穿着暴

露，并不断挑逗、引诱
网友充值赠送虚拟礼

物，并向直播间网友
发送淫秽视频。

接报后，公安机
关遂开展立案侦查，

经查发现，自 2020年
7月起，犯罪嫌疑人

王某某在“爱爱你”直
播平台（后改名为“享

爱”）以“蜜桃臀球姐”

为名进行网络直播，通过将网友赠送的

虚拟礼物折算成相应价值的人民币，与
平台分成获利。其在直播过程中以“刷跑

车有福利”等言语，引诱网友充值赠送虚
拟礼物，并向一网友发送淫秽视频 26部。

同年 12月，该案被移送长宁区检察
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被告

人王某某以牟利为目的，传播淫秽物品，

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应以传播淫秽物

品牟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近日，经该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以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王某某拘役五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通讯员 王奕颖 本报记者 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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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山公安分局多措并举、精准施策，今年

第一季度，全区电信网络类诈骗接报既遂案
件下降逾三成。

警银截留“海外包裹”汇款

2021年 1月19日上午，中国农业银行罗
星路支行内，一老太称其在海外有一包裹，要

向所谓的陌生人汇款 3 万元才能领回该包

裹，虽然银行工作人员多次告知其可能遇到

了诈骗，提醒老太要核实对方身份，但老太
仍要汇款。最后，银行工作人员将营业大厅

防范海报上的案例告知老太，并求助民警前
来处置。没多久，民警赶到银行对老太开展

防范宣传并指导老太在手机里删除对方。事
后，老太告诉民警，自己感觉之前像着了“魔”

一样，对银行工作人员的劝说根本听不进，

后来看到大厅里防范海报上的民警提醒，出

于对民警的信任，加之现场民警的劝说，自
己才逐渐清醒过来，从而避免了经济损失。

为有效做好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措施，金
山公安分局治安支队联合区内三大通信运营

商、中国邮政集团上海金山区分公司和金山
区各大银行对下辖的 66个通信运营商（邮

政）营业网点，107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通

过竖立防骗易拉宝、播放防骗短视频，张贴防
骗“二维码”警示牌等措施，运用防骗标语与

宣传视频相结合，揭露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法，
从而起到防范警示作用。

巡逻民警劝阻“退款扫码”

2021年 4月 3日 19时许，金山公安分局
治安支队民警在辖区某大型商圈开展宣传工

作时，市民王女士前来求助，称其当天下午接
到一个陌生来电，对方告知其网购的物品质

量有问题让其操作退款，随后还添加了王女

士的微信并发送了一个二维码要求王女士填
写资料。由于之前社区民警开展过上门宣传，

王女士感觉该客服的所谓退款方式和民警介

绍的诈骗手法有点类似，但又不太确定，正好
遇到民警在附近宣传就上前询问。经了解，民
警告知王女士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客服的诈

骗，千万不能上当。

今年以来，金山警方在辖区大型商场等
人流密集区域部署警力开展常态化反诈防范

宣传。民警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宣讲典型案
例、揭秘诈骗手法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其间

共走访宣传店铺 300余家，进一步提高了市

民的识诈能力和反诈意识。

值班民警劝阻“裸聊转账”

2021年 3月，金山公安分局漕泾派出所
接一男子求助，称自己遭到他人威胁恐吓，若

不进行转账就曝光他的不雅视频。经了解，该
男子通过某聊天 App结识了一名网友后与对

方裸聊，没想到聊天结束后就收到对方发来
的裸聊视频及手机通讯录截图，威胁他若不

转账“私了”就群发该段视频。民警了解情况

后，向男子分析了“裸聊”类网络诈骗手法，并
劝说他消除顾虑不要转账。

为有效遏制“网上裸聊”“网上招嫖”类诈
骗的发案态势，提高市民的反诈意识和能

力，金山公安分局治安支队紧密围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会同辖区各派出所

推新举、出实招，除日常宣传外，还专门定制
了“别网上裸聊”“别网上招嫖”等字样的反

诈贴纸，并将贴纸粘贴在宾（旅）馆房卡上，
从而提高住客警惕。据统计，截至目前已制

作 12000张反诈贴纸，发放?全区 280余家
宾（旅）馆、民宿。

有奖竞答揭秘“兼职刷单”

2021年 4月 2日晚，金山区朱泾辖区居
民倪先生收到一陌生 QQ?其发来的信息，告

知其添加二维码帮忙刷单就可以赚钱。倪先
生想到了之前参加的一个“移动杯”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有奖竞猜问卷，里面的一道题跟自
己遇到的情况差不多。想到这个有奖问卷还

是社区民警在居民微信群里发的，倪先生赶

紧找民警反映。社区民警得知该情况后，告知
倪先生这是一起典型的刷单诈骗，此类诈骗

对方先以蝇头小利得到受害人的信任，然后
使受害人加大投入，最终上当受骗。得到民警

的肯定答复后，倪先生马上将对方 QQ拉黑，
避免了财产损失。

据了解，为调动辖区市民了解、掌握电信
网络诈骗防范知识点的积极性，金山公安分

局携手上海移动金山分公司举办“移动杯”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有奖竞答活动，旨在通过有

奖问答的方式，促使市民在案例中汲取经验，
提升防范意识，确保自身财产安全。

金山公安分局治安支队支队长钱晖介绍，
为加强防范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强化反诈成

效，民警梳理分析地区高发类诈骗案件、易受
骗人群及高发时间段，研究出了一套针对各

类诈骗、各年龄段人群的宣传手册，涵盖了冒
充客服、冒充领导、冒充亲友、网络刷单、网上

裸聊等诈骗手法，总结了“护好手中三匹马
（码）———密码、验证码和二维码”等易于牢记

的防范口号并印发辖区所有反诈宣讲人员，
有效提升了辖区防范宣讲队的宣讲能力。

据统计，2021年以来，金山区反诈宣讲队
通过精准、专业的劝阻宣讲，成功阻止了 70

余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通讯员 沈浩 本报记者 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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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警方侦破本市首例“套路加盟”诈骗案案值7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