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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
诈骗

吉林
省警方近
期破获多起
特大网络电
信诈骗案，从广
东、福建等地抓
回数百名犯罪
嫌疑人。 经警方审查了解到，这些电信网络诈骗案都
有事先演练好的“台词”和“剧本”，甚至设有不同身
份的
“演员”，布下层层“陷阱”，如演戏一般使一些不
明真相者上当受骗。

有台词有剧本
有情节分角色

涉案金额大，受骗人数多
今年 1 月份， 辽源警方
接到居民徐某报案称， 其在
去年 9 月至 11 月期间，被
冒充投资顾问的人诱骗到一
外汇交易平台炒外汇， 被骗
人民币 10 万元。 辽源警方
迅速成立专案组， 在 5 个月
时间里，专案组先后派出 30
余人次赴广州、 北京等地调
取相关信息 500 余万条。
民警最终锁定了诈骗团
伙中的 162 名 犯 罪 嫌 疑 人
身份和犯罪窝点位置。据查，
以犯罪嫌疑人陆某、 王某为
首的诈骗团伙在广州市注册
多家公司， 租用高档写字楼

办公场所作为诈骗窝点。 作
案过程中， 该电信诈骗团伙
话务员先通过微信等渠道加
好友，冒充炒汇老师、炒汇助
理等身份， 向对方推荐外汇
投资， 提供投资外汇虚假盈
利单。取得对方信任后，指导
被害人操作购买外汇， 然后
通过操控数据， 让其赔掉本
金，从而实施诈骗。
近日， 在广州市公安局
配合下， 警方抓获犯罪嫌疑
人 162 名，捣毁犯罪窝点 14
个，收缴大量电脑、手机等作
案工具 500 余件，冻结资金
2000 余万元。

流水化诈骗，手段极专业
据介绍， 利用网络手段实 趣，然后以推荐炒汇老师、炒汇
施犯罪的电信诈骗案件， 操作 助理等名义诱导被害人操作购
买外汇或者贵重金属。 最后在
模式极其类似。
不法团伙组织严密、 体系 “专家”指导交易下，使被害人
完整、以公司化运营。 这些诈骗 资金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最终
团伙注册多家公司掩饰不法行 流入诈骗团伙手中。
为， 并租用高档写字楼办公场
作案手段极其专业， 流水
所作为诈骗窝点， 组织结构严 化实施诈骗。 诈骗团伙先是招
密，下设话务组、诈骗平台开发 募人员搭建虚假平台， 利用平
维护组、资金转账组，团队化管 台操作环节制造漏洞。 然后非
理， 涉案人员众多， 隐蔽性极 法收集个人信息， 筛选出注册
微信的手机号码作为诈骗对
强。
诈骗团伙话务组成员首先 象。 再由所谓的精通外汇证券
冒充美女， 以加错微信好友为 交 易 或 者 是 贵 重 金 属 交 易 人
名搭讪被害人。 再以联络感情 员，提供虚假盈利单。 随后由话
赢取被害人信任后， 适时晒虚 务组人员按照“剧本”引被害人
假盈利单等手段勾起被害人兴 入局。 整个过程精心设计，让人
防不胜防。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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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医托

头像都是美女
挑逗男性患者

想看病却不知道哪家医院好，去网上搜索咨询，遇到热
情的线上医护人员，不仅嘘寒问暖，还积极推荐专业医院，协
助挂号就医。 你以为遇到了热心人，却不知掉入了网络医托
精心布置的陷阱。 记者调查发现，近来，一些网络医托潜滋暗
长，有些甚至
“
升级”为集团化运作，让患者陷入就医骗局。

“
花一万元做了没必要的手术”
近日， 湖南长沙市工商
部门接到举报称， 一家名为
“湖南男博医疗集团”的公司
诱骗患者就医。
据了解， 这家公司组建
了约 400 人的新媒体咨询顾
问组， 咨询顾问加患者为微
信好友后，诱骗患者到长沙、
衡阳、 永州等地的相关医院
看病。 这家公司还将与其有
利益往来医院的挂号系统链
接到公司咨询顾问的电脑，
引导患者就诊。 为吸引男性
患者， 咨询顾问都用美女作
为微信头像， 并在聊天中挑
逗男性患者， 以吸引患者到

指定男科医院看病。
一位患者告诉记者，“我
在一名姓刘的咨询顾问推荐
下， 去一家男科医院做了前
列腺常规等检查。 医生说我
有包皮炎、 睾丸炎和包皮过
长，做了包皮环切术、激光除
疣和术后抗炎。 还要我照红
外线， 照一次要 1000 余元，
一共花了 1 万余元。 后来去
正规医院咨询才知道， 这些
手术都是不必要做的， 纯粹
白花钱、活受罪。 ”
目前， 这家公司负责人
已经将公司注销，不知去向，
工商部门正在深入调查。

网络途径诱骗患者赚“
人头费”
近来， 多地时有查处网
络医托案件。 记者调查发现，
网络医托日益升级， 呈现集
团化、隐蔽化的特点，并形成
完整套路： 在工商部门注册
成立公司，顶着“某某医疗集
团”“某某医疗咨询公司”的
头衔， 招揽一批咨询顾问和
业务员， 在网络和微信上诱
骗、 引导患者到指定的医疗
机构就医，然后从中收取“人
头费”。 一旦遭遇举报或执法
部门介入调查， 这些所谓的

医疗集团就立即注销公司，
一跑了之。
据调查了解， 跟网络医
托有勾连的一般是男科、妇
科、 脑科等一些民营专科医
院。“一些民营专科医院本身
实力不够， 得不到患者的信
任，管理也不够规范，缺乏核
心竞争力，为了获取利益，往
往铤而走险，运用这类‘旁门
左道’。 ”成都一家民营医院
负责人说。

“
医托和关联医院都要严查”
“网络医托通常让患者
加微信私下聊天忽悠， 或者
通过一些社交平台招揽患
者，这类方式非常隐蔽，增加
了调查取证难度。 ”四川省卫
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处副处长
邓晓玲说。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工
商部门管注册， 卫生部门管
医院， 实际上对网络医托缺
乏有效的监管主体和手段。 ”
目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惩罚
网络医托的法律， 亟待出台
相关法规，让基层有法

可依。
湖南省卫计委医政处相
关负责人认为，“应对网络医
托各个环节加强监管， 加大
打击力度。 要对与医托有利
益关联的医院严肃追责，提
高他们的违法成本。 ”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
师袁小露建议， 网络医托破
坏了正常的医疗秩序， 可以
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治
安处罚。 如果构成诈骗，应当
追究网络医托的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