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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公安部门组织开展“5·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

警察叔叔教你看紧“钱袋子”
采写：
本报记者 宋一诺

通讯员 王伟

5 月 15 日是全国公安机关
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
为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识别和
防范经济犯罪的意识和能力，近
日，市公安局联合金融、市场监
督等部门，以及人民银行珠海市
中心支行、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等
单位，共同举办 2019 年全市打
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
活动以“与民同心，为您守
护”为主题，在柠溪文化广场主
会场，
以及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拱
北富华里、井岸大信新都汇、唐
家文化广场、平沙美平广场 5 个
分会场同步进行。工作人员通
过多种方式向群众展示了公安
机关打击经济犯罪、服务民生的
坚定决心和突出战果，宣传了去
年以来我市打击非法集资、网络
传销等典型案例，剖析了涉众型

经济犯罪、
盗刷银行卡、
侵犯知识
产权、假币、骗购外汇等犯罪手
法，
传授防骗知识和自救技巧。
据悉，2018 年以来，珠海警
方开展护航金融“利剑行动”
、打
击非法集资犯罪专项行动和“猎
狐行动”，对非法集资、网络传
销、虚开骗税等金融领域突出犯
罪予以严厉打击，同时对在逃境
外经济犯罪嫌疑人展开全力缉
捕。我市公安经侦部门创新经
侦合成作战机制，积极推进智慧
新警务建设，与金融、市场监管、
人民银行、税务等部门联动，成
功破获“8·09”特大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案、
“9·01”东某润和
网络传销案等一批大要案件，缉
捕境外“猎狐对象”9 人，专项行
动工作成效在全省经侦部门名
列前茅。

珠海公安部门组织开展
“5·15”
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通讯员 王伟 摄

典型案例

警方提醒

玩个游戏就能轻松赚钱？
你可能遇到了网络科技公司集资诈骗
完成该公司“趣某客 APP”
玩个游戏就能轻松赚
发放的游戏任务赚取佣金，
钱？ 你可能已经被骗子盯
每组账号一周可以赚取
上了！
2800 元佣金。
今年 1 月，珠海警方破
自 2018 年 10 月以来，
获一宗新型非法集资案件， 短短几个月，该公司已骗取
这次瞄准的集资诈骗对象就 全 国 18 个 省 市 受 害 人 共
是游戏玩家。
4000 余万元，受害人大多是
据 市 公 安 局 经 侦 支 队 20 岁至 30 岁的年轻人。
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团伙在
朋友圈里的商城返利，
斗门区成立珠海智某文化
也可能是网络传销！
传媒有限公司，在未和任何
真实的网络游戏公司合作
只要在网络平台购物，
的情况下，打着“刷任务、赚 就能得到高额奖金和返利，
佣金”的幌子，通过微信朋 日息高达 5%。真有这样的
友圈等方式对外宣传公司 好事？回答是“天上不会掉
进行游戏推广，投资者投资 馅饼，
肯定有陷阱！”
这不，珠
14400 元 至 19400 元 可 以 海公安去年就破获了一起特
获 得 50 个 会 员 账 号 ，通 过 大网络传销案。

2018 年 8 月 21 日，珠海
市公安局经侦部门在省公安
厅的指挥协调下，
在珠海、广
州以及山西、湖南等地同步
对以赵某军为首的“东某润
和”特大网络传销案开展集
中收网行动，抓获赵某军等
传销团伙骨干成员 16 名，捣
毁位于珠海市金湾区的东某
润和传销窝点。
经 查 ，2014 年 10 月 以
来，犯罪嫌疑人赵某军等人
设立
“东某润和”
互联网销售
平台，
以销售保健品、日用品
为名，用推广会员模式设置
各类高额奖金和返利为诱
饵，进行网络传销活动，
会员
涉及全国 26 个省市上万人，
涉案金额近亿元。

涉案金额数十亿元
税警联动捣毁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团伙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
法行为是公安和税务部门打
击的重点。2018 年 10 月，
在
省公安厅经侦局的组织指挥
和珠海市税务局的大力配合
下，
以珠海为主力，
东莞、
深圳
两地公安经侦部门全力协助，
对周某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案展开集中收网行动，
抓

获包括犯罪团伙头目周某在
内的团伙成员共22名，
扣押涉
案公司全部税控机、发票、财
务资料等涉案物品一大批。
经查，自 2015 年 3 月至
案发，犯罪嫌疑人周某等人
在珠海、广州、深圳、东莞、茂
名、海南等地注册及控制珠
海市岳某化工有限公司等

10 家 关 联 公 司 ，并 纠 集 珠
海、深圳两家财务公司，
在珠
海、深圳、东莞设 8 个犯罪窝
点，以少量实际业务作幌子，
大肆利用这些公司对外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利，涉及
广东、江苏等 17 个省市的上
下游公司 1000 多家，涉案金
额数十亿元。

不要被
“快速致富”
的口号迷惑
参与传销将被公安机关打击
一、这些非法集资手法要重
点防范
1、总部在外地的非法 P2P
网贷平台在珠海开设分公司，
以
网络宣传加门店宣传的方式广
泛宣传，
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吸引
我市投资者投入资金。
2、异地互联网金融平台面
向全国进行的非法集资。犯罪
嫌疑人通常以高额回报为诱饵，
通过互联网、媒体广告、电话推
销等形式广泛宣传，吸引我市大
量投资者参与。
3、利用互联网平台以积分
返利等形式进行的网络传销。
犯罪嫌疑人开设互联网商场电
商交易平台，
通过网站、微信、培
训会及举办所谓商学院授课等
途径广泛宣传，或假冒直销名
义，以网络购物等为名，以
“消费
全返”
“积分返利”
“复式计酬”
等
为诱饵诱使会员发展下线，骗取
大量消费者和商家在网络平台
参与传销。
4、以投资实体企业及理财
产品为幌子的非法集资。犯罪
嫌疑人以经营实体企业为幌子，
虚构企业效益良好及准备上市
等情况，承诺高额分红、高回报
率，骗取投资者信任投入资金进
行非法集资，有的向公众宣传、
销售虚构的原始股、养老基金项

目、境内外理财产品等，以投资
理财名义实施非法集资。
5、以老年人为主要侵害对
象的非法集资。有的犯罪嫌疑
人成立
“老年人俱乐部”
，免费请
老年人喝茶、参加活动，骗取老
年人的信任，
使一些不明真相的
老年人投资入股。
二、遇以下 10 种
“投资理
财”
务必警惕
1、以“看广告、赚外快”
“消
费返利”
等为幌子的。
2、以投资境外股权、期权、
外汇、贵金属等为幌子的。
3、以投资养老产业可获高
额回报或
“免费”
养老为幌子的。
4、以私募入股、合伙办企
业为幌子，
但不办理企业工商注
册登记的。
5、以投资“虚拟货币”
“区
块链”
等为幌子的。
6、以“扶贫”
“ 慈善”
“ 互助”
等为幌子的。
7、在街头、商超发放广告
的。
8、以组织考察、旅游、讲座
等方式招揽老年群众的。
9、
“ 投资”
“ 理财”公司、网
站及服务器在境外的。
10、要求以现金方式或向
个人账户、境外账户缴纳投资款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