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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安警方破获“
茶票” 诈骗大案
数百人受骗，涉案金额达 1.97 亿元，38 人落网
■核心提示
一公司以自我交易等手段操
纵价格， 诱骗投资者开户注资、高
价买入， 而后操纵价格暴跌致损，
套取投资人资金归其所有。 近半年
时间里，全国多地数百投资人上当
受骗，涉案金额高达 1.97 亿元。
6 月 12 日，记者从贵安新区警
方获悉， 经过一年多的缜密侦查，
5·06 专案组成功破获该起“茶票”
网络平台诈骗大案，抓获犯罪嫌疑
人 38 名。

偷梁换柱
构建财富“蓝图”
2017 年 4 月，贵安警方陆续接
到全国 100 余人报案，称被注册登
记在贵安新区的中金物联商品交
易中心有限公司现货交易平台诈
骗， 贵安警方于 2017 年 5 月正式
立案侦查，代号 5·06 专案。
经侦查发现，自 2016 年 10 月
开始，犯罪嫌疑人蓝某某、周某某
和张某某利用中金物联商品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物
联” ）现货交易平台资质，在广州
挂牌成立中金物联茶叶交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金物联茶叶公
司” ）， 经营场所设在广州市天河
区珠江新城富力盈信大厦 24 楼。
在此过程中，蓝某某等人采用
非法手段，构建了独特的财富“蓝
图” ， 主要借用中金物联取得的现
货交易平台资质，设立中金物联茶
叶公司，打着茶叶现货交易的幌子
在网络交易平台上发行 “茶票” ，
违反现货交易的操作规程，内部操
纵交易价格，表象上形成投资人投
资损失的假象，实质是非法套取众

警方公布案情
多投资人巨额资金。

“低风险、高回报”
投资隐藏“暗门”
从中金物联茶叶公司网络平
台上展示的价格等交易信息看，最
吸引投资人眼球的是所发行 “茶
票” 交易价格的涨跌。 一开始投资
人看到的是一张价格走向的完美
线形图，表象呈现低风险、高回报，
一旦投资人在高位出手买入，当买
入资金达到“理想状态” 后，这张
完美的线形图将展现其 “魔力”
—价格急剧下跌，
直至跌停，最
——
终投资人只能“
哑巴吃黄连” 。
事实上， 在整个交易过程中，
展现在投资人面前的价格涨跌走
向全然在蓝某某、周某某和张某某
的精心布局和掌控之中。
蓝某某、周某某和张某某等人
能成功骗取巨额资金，取决于两大
“
法宝” 。

一是依托网络直播间进行虚
假宣传，主要由张某某负责指导公
司业务员利用虚假身份招揽客户，
鼓吹李某等人的炒股技巧和方法，
诱惑投资人开户入金。
第二“法宝” 是采取业务外包
模式拓宽业务范围。 蓝某某、周某
某和张某某将中金物联茶叶现货
交易平台外包给广州、南京、深圳、
重庆、茂名等地的七家经纪会员单
位，由七家会员单位具体实施茶票
交易，并在“交易” 过程中提供业
务指导。

集中收网
抓获 38 名嫌犯
掌握了蓝某某、周某某和张某
某等人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具体
案情后，警方决定开展收网行动。
2017 年 12 月 14 日，专案组在
缅甸警方帮助下，成功抓捕主要犯
罪嫌疑人蓝某某和敖某。

因其余犯罪团伙窝点分布于
多个省市，且涉案人员多，专案组
决定对广州、深圳、佛山、江西芦溪
等地的多个窝点实施统一抓捕行
动，制定了周密的行动方案，全面
做好抓捕准备。
12 月 14 日凌晨，专案组指挥
中心下达行动指令， 四个抓捕小
组统一行动，通过一整天的抓捕，
抓获 23 名犯罪嫌疑人，并对涉案
电脑、手机、车辆、 银 行 账 户 及 其
他财物予以依法扣押、 查封和冻
结，之后又转辗南京 、 湖 北 、 重 庆
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 15 名。 截至
2018 年 5 月 10 日，共抓获犯罪嫌
疑人 38 名，一起特大网络平台诈
骗案告破。

全力追赃
挽回损失1.17 亿元
据了解，5·06 专案系涉众型网
络平台诈骗案，受害面广，受害人
众多，受损金额特别巨大，在全国
范围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
响，专案组将追赃挽损工作列为案
件侦办过程中的主要任务之一。
面对案中若干受害人，办案民
警始终耐心安抚，全力维护社会稳
定，依法查扣现金、车辆、房产、茶
叶等财物，并劝解、督促中金物联
茶叶公司所发展的经纪会员单位
主动退赔受害人受损资金，截至目
前，该项工作成效显著，追赃挽损
金额累计约人民币 1.17 亿元，取
得良好的社会效应。
目前，5·06 专案相关犯罪嫌疑
人已依法移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尚有部分犯罪嫌疑人在逃，贵
安警方正在追捕中。
本报记者 张鹏

司机弯腰捡手机 宝马冲进绿化带
事发望谟县城，幸无人员伤亡
本报讯 6 月 10 日， 望谟县天
马大道，一辆白色的宝马越野车在
行驶途中，司机弯腰捡手机，车子
瞬间失控冲进道路环岛中心的绿
化带。
当日 16 时许， 望谟公安交警
大队接到一司机报警称，他的车撞
进了广电大楼前的环岛绿化带里，
请求出警勘查。
民警赶到现场后，只见一辆白

色的宝马越野车在环岛绿化带里，
车辆前身擦划多处， 车胎爆破，发
动机盖弹起，引来不少群众围观。
“
我当时正在弯腰捡手机，没
有注意。 ” 原来，当该司机驾车至天
马大道广电大楼前环岛绿化带时，
身边的手机掉落在了驾驶座下方。
他便弯腰去捡手机， 忽略了自己的
右脚还在油门上。 结果在弯下腰时，
由于身体自然反应， 右脚也跟着用

力，导致车子一下子冲了出去。
当他反应过来， 立即踩了刹
车， 此时车已停在环岛绿环带内，
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民警核查认定，机动车驾驶员
因操作不当， 撞击环岛绿环带，造
成绿环带严重损坏及自己车身损
坏，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次事故发
生的直接原因，负本次事故的全部
责任。 （韦安红 韦力丹 梁俊鹏）

卖酒何须满城走? 武岳酒店价更优
近日， 贵阳市武岳酒店一楼大厅老酒馆，
为期 10 天的陈年老酒贵州征集活动， 圆满落
幕，不少老酒收藏爱好者，开心而来，满意而归，
将美酒变现。 活动结束，但优惠政策不变，只要
成交，就送 100 元路费，成交上万元，再送 500
元红包。
老酒馆高价大量收购新老茅台、 习水大
曲、平坝窖酒、安酒、鸭溪窖酒、贵州大曲、贵阳
大曲、匀酒、金沙窖酒等贵州名酒，同时也收购
省外的新老五粮液、国窖、剑南春酒、古井贡酒、
洋河大曲、双沟大曲、黄鹤楼酒、汾酒等老酒，贵
阳市区内可上门收购， 贵阳市区外量大也可上
门收购。
老酒馆为珍视顾客利益，确保贵阳市内价

格更优，避免顾客东奔西跑比价格之苦，同年同
品相老酒，市区内有更高收购价格，老酒馆补差
价。
老酒馆鉴酒专家介绍， 很多市民不懂如何
收藏老酒， 致使家中爱酒出现跑酒和品相被破
坏的情况，老酒收藏多年后，反而一文不值，十
分可惜，家中老酒该出手就出手，变现才靠谱。
老酒馆地址：贵阳市解放路武岳酒店一楼
大厅，电话 18586952299
市民可乘 63 路 10 路 204 路 12 路 216
路 23 路 240 路 26 路 35 路 310 路 319 路 303
路 309 路 38 路 67 路 64 路 42 路 68 路 9 路 8
路 72 路 81 路 82 路公交车至陈家坡站下 广告

■新闻速递
80 厘 米 钢 管 贯 穿 男 子 左
腿，为方便医生进行手术

手术台上
消防驰援剪钢管
本报讯 男子左腿被钢管刺穿
住进了医院，之后，消防在医院手术
台上剪切钢管， 为医生手术提供方
便。 6 月 11 日，这事发生在凯里。
当日 5 时许， 黔东南州凯里市
消防大队特勤中队接报警， 凯里市
州医院 14 楼骨外 4 科一名男子左
腿被一根钢管刺穿腿部， 情况十分
紧急。 凯里大队接到报警后，立即出
动一个抢险救援编队前往处置。
消防指战员到达现场后， 发现
一名中年男子正躺在手术台上，左
腿小腿被一根长度约 80 厘米、直径
约 5 厘米的方形钢管刺穿， 伤势严
重。 由于钢管过长，无法进行仪器检
查及下一步手术治疗， 消防指战员
与医生共同研究后， 在采取完善的
保护措施下， 利用液压剪切钳对伤
者身上多余的钢管进行剪切。 经过
近 10 分钟的救援，多余钢管被顺利
剪切下来， 随后医生立即对该男子
进行救治。
据了解， 伤者是在自己家里搭
建猪舍时由于脚下踩滑， 不慎从楼
上摔下。
（杨怀 吴如雄）

上坟引发火灾
村民领刑二年
本报讯 6 月 6 日， 盘州市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了被告人匡某某上坟
引发森林火灾案， 匡某某因犯失火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匡某
某在其父母的坟上燃放鞭炮祭拜
时，不慎引发森林火灾，火灾过火面
积 1437.88 亩，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448424 元，其行为已构成失火罪。
鉴于被告人匡某某归案后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当庭认罪悔罪态
度较好，取得部分被害人的谅解。 但
未赔偿被害人损失， 也未进行补植
复绿等情节，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法
院以失火罪判处被告人匡某某有期
徒刑二年。 判决宣告后，匡某某无意
见，表示不上诉。
法官提醒, 火灾不仅会给国家
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损失，也
给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造成难以恢
复的危害。 因此，呼吁广大人民群众
文明祭祀。
(唐明春 本报记者 高松)

因经济纠纷 他放火烧餐馆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本报讯 因经济纠纷， 男子竟放火发泄私
愤。 6 月 12 日， 记者从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获
悉，近日，由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的被告人寇某某放火罪一案，法院判处被告
人寇某某犯放火罪， 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
年。
据了解，2018 年 8 月 19 日，被告人寇某某
驾驶一辆黑色汽车， 带着事先准备好的汽油、
尼龙绳、女士服装等物品，来到铜仁市碧江区
金鱗大道被害人贺某某所经营的餐馆附近，准
备乔装实施报复。
当天凌晨 4 时许，寇某某在使用女士服装

等物品进行外表伪装后，利用事先准备好的汽
油、尼龙绳等引燃工具，故意在被害人贺某某
经营的餐馆门口放火焚烧餐馆大门，导致餐馆
的大门和门帘被不同程度的烧坏。
同日晚上 19 时许， 公安机关通过餐馆周
边监控视频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将寇某某抓获
归案。
法院综合寇某某的犯罪事实、情节和社会
危害性，结合其主观恶性程度，认罪悔罪态度；
最终，判处被告人寇某某犯放火罪，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四年。
（本报记者 梁俊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