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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同心与民同心 为您守护为您守护
为揭露常见经济犯罪手法、普及经济犯罪防范知识、提高人民群众防范意识，公安

部自2010年起将每年的5月15日确定为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今

年5月15日是第十一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主题是“与民同

心 为您守护”。本期，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民警重点剖析近年来发生在我市的一些典

型案例，讲解常见犯罪伎俩及本质，提高市民防骗意识和自救技巧。

2018年12月，受害人王某某
来到市公安局报案称，其经人介绍
认识了陈某某，陈某某自称其名下
的公司会以太湖某湿地建造生态

小镇，总投资高达100亿元，项目
的立项工作在进行之中。陈某某
在向受害人王某某介绍之后，王
某某被其口中的生态小镇项目所

吸引，希望与陈某某签订施工合
同，陈某某等人表示签订合同需
要交纳合同履约保证金，王某某
虽知项目立项还在进行，但被陈
某某的话语所迷惑，当即支付合
同履约保证金30万元，但在交纳
合同履约保证金后，陈某某口中
的项目开工时间一拖再拖，王某
某怀疑被骗遂报警。之后，市公
安局陆陆续续接到关于被陈某某
等人诈骗的类似报警。

市公安局在受理之后，立即展
开侦查，并于2019年年初将陈某
某、姚某某、郭某某等犯罪嫌疑人
抓获。经查，在2017年至2018年
期间，陈某某伙同他人以投资太湖
某湿地建造生态小镇的名义进行
大肆宣传，在该项目尚未在当地政

府立项的情况下，陈某某等人即以
签订施工合同需要交纳合同履约
保证金为由向十多家施工公司收
取工程保证金数百万元。后陈某
某犯罪集团收取的数百万元保证
金被挥霍一空，该项目至今未立
项，十多家施工公司的利益受到损
害。目前，陈某某、姚某某等人已
被法院提起公诉，等待他们的将是
法律的严惩。

对此，警方提醒，群众在日常
进行投资、签约过程中，应对签约
对方的经济状况进行全面了解、理
性投资，同时若签约事宜涉及到项
目立项等事宜，应去政府部门对立
项情况进行详细查询，防止被不法
分子的谎言所迷惑，造成自身财产
受损。

2018年5月，犯罪嫌疑人吴某
在王某的教唆下，将受害人蒋某带
至西渚镇云湖国际酒店客房，以借
手机打电话为由拿到蒋某手机，趁
其不备，使用手机收取验证码等信
息进行网上贷款2.3万元，另用蒋
某的微信扫描事先特制的付款码，
盗刷蒋某信用卡3.7万元，涉案金
额6万元。

接报案件后，宜兴市公安局经
侦部门高度重视，详细询问报案
人，最大程度还原案发经过和细
节，第一时间抽调精干警力，会同
属地派出所就涉案银行卡情况、何
时知晓银行卡被盗刷及知晓途径、

涉及金额、对方信息等五方面开展
受理调查。侦查员兵分两路，一组
迅速调取涉案银行卡的JASS记
录，直接明确银行卡被盗刷的POS
机（ATM机）名称；依据掌握的盗
刷 POS 机信息，进一步查清该
POS机登记人员的身份信息、通讯
方式、绑定的银行卡号及地理位置
信息等数据情报，再调取涉案POS
机绑定银行卡的开户信息和在案
发时段内的1300余笔流水明细，
从中梳理出有重点涉案嫌疑的流
水明细151笔。另一组针对报案
人提交的手机短信、微信等证据，
运用技术手段提取到800余笔交

易数据、关联记录，经数日研判，基
本还原了受害人银行卡被盗刷的
经过，并通过查询到的绑定银行卡
通讯方式，结合开户信息等数据直
接锁定本案重要嫌疑人王某。

在掌握王某身份的同时，侦查
员根据报案人提供的嫌疑线索开
展排摸，吴某这一嫌疑人也进入警
方视线。侦查员没有选择直接传
唤审讯，而是转变思路，先从吴某
名下的常用银行卡和微信转账记
录入手查询比对，发现案发时段有
多笔小额现金汇入吴某名下银行
卡，且吴某和王某互有微信转账交
易。此时因王某尚未到案，侦查员
先获取了吴某微信聊天记录，截取
到王某、吴某两人共同合谋采用网
贷、微信扫码两种方式实施信用卡
诈骗的谈话内容。其中还包括了
王某通过微信远程教授吴某作案
方法和规避手段，以及两人约定盗
刷得手后的分赃比例和方法等重
要情节。至此，盗刷作案成员身份
及分工情况逐步清晰。

该案两名犯罪嫌疑人警觉程
度很高，作案后即逃离藏匿，且对
公安机关的抓捕早有心理准备，倚
仗对新型支付手段的熟悉，早已相

互商量好对策、口径。吴某被抓获
归案后，起初装傻充愣、一问三不
知，侦查员没有直接对其进行审
讯，而是逆向逐步抛出前期掌握的
银行转账流水、微信交易聊天（约
定六四分赃等）记录等证据，请其
逐一解释。抵挡不住开口后，吴某
又开始在新型支付手段的问题上
和侦查员绕圈子，坚持称自己没有
非法占有的故意，只是借用，且指
出调取的银行流水中有其向受害
人银行卡内多次汇款的记录，称自
己只是借用，有钱就会立即还上。
侦查员一面强化审讯，一面请来银
行专业人员进行协助。专业人士
对吴某每次汇钱进卡的时间节点和
规律、进出金额进行了详细分析，发
现其每次向报案人银行卡汇钱后，
会在短时间内立即从卡内盗刷走更
大金额，其实质目的是通过增加该
卡的往来流水，提升卡的可透支使
用额度，以便从卡内盗刷走更多金
额。在证据面前，吴某心理防线被
彻底攻破，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

警方提醒，群众要保管好自己
的手机和信用卡，不要轻易进行微
信扫码操作付款，否则容易造成财
产损失。

2019年 5月13日，市公安局
接到报警：受害人张某在一名为

“华成区锋达乐商贸部”的淘宝网店
内购买了200个吉列威锋刀架和

150组刀头，总价1820元，收到货
后发现质量不好，怀疑是假货。
2018年至2019年期间，犯罪嫌疑
人王硕、张晓东等人在明知周寅

寅等人生产的吉利牌剃须刀系假
冒的，仍以低价购买，后利用淘宝
网店对外销售假冒的吉利牌剃须
刀，经侦大队会同有关派出所通
过查控资金链、摸排物流网等侦
查手段，相继抓获王某、张某东等
犯罪嫌疑人6名，查获假冒吉列牌
剃须刀成品500多箱、刀片2000
余份、刀头1000余份、包装600余
个，涉案价值60余万元。 目前，
王某和张某东等犯罪嫌疑人均已
取保候审。

2019年10月17日，市公安局
经侦大队和高塍派出所民警对高
塍镇肖张墅村张墅15号出租房进
行检查时，发现承租人徐某正在该
出租房内清理五粮液酒瓶，其租房
内有大量五粮液、洋河梦之蓝、天

之蓝等名酒酒瓶的包装材料，徐某
有假冒注册商标的嫌疑。2018年
下半年至2019年10月期间，犯罪
嫌疑人徐某平伙同徐某，用其购买
的假冒五粮液、茅台、洋河天之蓝
等名酒酒瓶的包装材料和低档酒，
在高塍镇肖张墅村张墅15号灌装
冒充五粮液、茅台高档品牌酒，后
销售给韩某、朱某等人，涉案价值
共计73250元。

警方提醒：作为消费者，要时
刻擦亮自己的眼睛，不要贪小便
宜，得不偿失；作为注册商标所有
人，要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
利；有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趁早
停手，有利无弊。此外，若广大群
众发现有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欢
迎向公安机关积极举报。

（一）未经商标注册人的
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
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的；

（二）未经商标注册人的
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
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
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
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
标，容易导致混淆的；

（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商品的；

（四）伪造、擅自制造他
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
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
识的；

（五）未经商标注册人同
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
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

场的；
（六）故意为侵犯他人商

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
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
权行为的；

（七）给注册商标专用权
造成其他损害的。

遇到上述侵权行为，应该
1.收集保存证据。
2.向对方发律师函。
3.和对方沟通协商解决。
4.向市场监督行政部门

投诉。
5.向人民法院起诉，通过

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6.涉嫌犯罪的，向当地公
安机关报案。

承诺高额回报
不法分子编造“天上掉

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
许诺投资者高额回报。为了
骗取更多的人参与集资，非
法集资人在集资初期往往按
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待集
资达到一定规模后，便秘密
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
资参与人遭受经济损失。

编造虚假项目
不法分子大多通过注册

合法的公司或企业，打着响应
国家产业政策、开展创业创新
等幌子，编造各种虚假项目，
有的甚至组织免费旅游、考察
等，骗取社会公众信任。

以虚假宣传造势
不法分子在宣传上往往

一掷千金，聘请明星代言、名
人站台，在各大广播电视、网
络等媒体发布广告、在著名报
刊上刊登专访文章、雇人广为
散发宣传单、进行社会捐赠等
方式，制造虚假声势。

利用亲情诱骗
有些传销类非法集资的

参与人，为了完成或增加自
己的业绩，不惜利用亲情、
地缘关系，编造自己获得高
额回报的谎言，拉拢亲朋、
同学或邻居加入，使参与人
员迅速蔓延，集资规模不断
扩大。

请记住，这些是商标侵权！

投资诈骗：

虚构投资项目诈骗 十多家施工公司被骗数百万元

假冒注册商标案：

警方破获两起涉嫌假冒注册商标案涉及多个知名品牌

信用卡诈骗：

采用网贷、微信扫码方式诈骗一受害者被骗六万元

名牌

名牌

请记好，这是非法集资！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