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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金 10亿的人人公益调查实为新型传销
最近一段时间， 利用网络

平台， 借助电子商务、 消费返
利、金融互助、爱心公益、高科
技生物产品等形式， 进行网络
传销和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呈高
发态势， 被骗者几乎遍布全国
各地。 公安部门对“人人公益”
非法传销进行了执法查处，央
视等媒体专门进行了报道，起
到了警示作用。

以前， 消费返利这种事，一
般只是超市、商场在做，大家听
说过，可能也参与过。 但最近一
段时间，网上出现了很多全返型
消费平台， 有的还带有公益性
质。 所谓全返公益消费，就是你
在这个平台的加盟商，像小超市
啊、 洗车行啊等地方消费 100
元，平台就返给你 99 元，剩下的
1 元，平台拿去做公益。

听起来这是件特别好的事
儿，消费者几乎是白得了产品或
者服务，还献了爱心。 真的有这
么好的事吗？ 来看看一家名叫

“人人公益” 的全返型消费平台
它是怎么操作的。

商家、消费者、平台
三方共赢？

去年 5 月，一家名叫“人人
公益“的全返型消费平台主办的
一场千人产品内测会。 会议上，
主持人激情澎湃地描绘了一个
美好的蓝图，声称在这个平台的
运转下，加入进来的商家、消费
者、 以及平台自身都可以赚到
钱，三方达到共赢。 此外，他们声
称这个项目已经与某公益基金
达成了合作平台，还要在 5 年内
捐建 100 所希望小学。 这样一个
听起来高大上并且可信无疑的
项目是否真的会达到人人获利
人人公益的目的呢？

陈伟波是一家洗车行的老
板，去年 12 月，他从人人公益的
业务员处得知了这样一个公益
消费返利平台，将自己的车行加
入了进去。

人人公益的运行模式，是让

加盟商家将顾客消费额的固定
比例 ,如 24%，12%或者 6%，交给
平台形成资金池。 以消费者消费
100 元， 商家交给平台 24 元为
例，平台资金池将分期返还给消
费者 99 元，另一元拿去做公益，
而商家让利给平台的 24 元，也
将被分期的返给商家共 23.76
元。 对于商家和消费者来说，基
本没有任何损失，相反还能额外
获利。

试水 4800 元 3 天内
获得返利百余元

有这等好事，陈伟波立刻将
这个平台介绍给了他的老客户
杨海华。 杨海华注册了消费者账
户后，试探性地在车行消费了约
4800 元，陈伟波就按规则将这单
录入了平台， 交了 4800 的 6%也
就是约 288 元给平台。 杨海华没
想到，接下来的几天，他真的收
到了返利。 平台给了他 10 颗爱
心豆， 一颗爱心豆一天是 5 块
多，第一天 50 多块钱，第二就变
成 30 多块钱了， 金额不是固定
的。

杨海华说的爱心豆是平台
用来计算的一种虚拟币。 在这个
平台上，返利并非是现金，而是
虚拟币。 类似的虚拟币还有天使
豆，他们之间的换算关系非常复
杂，每消费一元就可以获得一个
天使豆，满 500 个天使豆就可以
兑换一颗爱心。 但是当爱心转化
成钱提取时，一颗爱心就不等同
于 500 元钱了，每颗爱心的价值
由一套看似复杂的算法算出，实
际上是与每天整个平台的消费
金额有关，消费金额越高，爱心
值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在项目
运行的过程中，每颗爱心值每天
的价格在五六元上下浮动。 消费
者每天能提现的金额，就是根据
自己拥有的爱心数量再乘以每
天的爱心值，这样的提现将一直
持续到消费者的消费额全部返
还为止。 短短三天内，杨海华就
获得了一百多的账面返利。

业务员透露平台漏洞
刷单可赚钱

这时，车行老板陈伟波又得
知了一个发财秘籍。 人人公益的
业务员悄悄告诉陈伟波，这个平
台有一个漏洞，就是它并不核实
消费者消费的真实性，可以通过
这个漏洞来挣大钱。 对于陈伟波
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天上掉馅
饼的事儿。

刷单，就是作为消费者虚构
消费， 例如虚构 100 元消费，如
果商家让利款为 24 元， 那么消
费者给商家 24 元交给平台，而
没有真实的消费，同样也可以逐
渐获得近 100 元的消费返利，这
个获利超过 4 倍。 而商家也可以
获得将近 24 元的让利款返还，
近乎于空手套白狼。

平台一个月吸金 10 亿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陈伟
波立刻注册了一个消费者号，在
自己商家账号中注入了两万元。
而杨海华也随后跟进，给了陈伟
波两万元用于刷单。 短短十几
天，两人真的都获得了近千元的
账面资金。

然而， 好景并没有持续多长，
到了去年的 12月 28日，平台上的
爱心值就逐渐降到了零。更让他们
没想的是，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平
台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操作，两人
追加投入的刷单的钱最终都打了
水漂，杨海华想到了报警。

与此同时，广州天河警方也
盯上了这个平台，在经过缜密的
调查摸排取证后，4 月底， 广州、
顺德两地警方在广东省公安厅

“飓风行动” 的统一指挥下成功
收网，一举打掉了这个“人人公
益”公司。

经过调查， 短短一个月不
到，卷入这个平台的商家达到了
5267 户， 涉及的消费者达到了
48505 人，从去年 12 月 1 日正式
开启项目到月底全线崩盘，短短

一个月吸纳的金额就达到了 10
个亿。

揭底庞氏骗局

这其实就是庞氏骗局的运
营模式，用后面会员吸收的资金
来掩盖前面的。 以这种模式运
营，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让所有
投资者如约获得全部返利，一旦
后续没有人投资，平台也就没钱
给前面的人返利。 而刷单，则成
为人人公益平台获取资金的一
条重要渠道。

实际上，人人公益在某种程
度上就是在利用刷单来积累资
金池里的资金。 从一开始它就没
有任何监管真实消费的手段，默
许了刷空单的行为，因为只有这
样才能够吸引大量的商户和消
费者加入，甚至主犯仇某的手下
和亲人都在以刷空单的方式套
利，刷单额高达 1.5 亿。 那么，资
金池里的资金这么多，真的会返
如约还给消费者和商家吗？ 事情
并没有这么简单。

一方面， 平台设立了天使
豆、爱心、爱心值这样的概念，目
的就是让投资人不能一眼看穿
兑换模式， 也无法立即回款；另
一方面，仇某承认，决定消费者
每天提现额度的爱心值的高低，
并非完全如宣传一样由平台根
据每天消费金额计算出来，而是
受到仇某的控制，控制账号达到
八个。 在项目启动之前，仇某就
控制了爱心值。

由此可见，普通的商家和消
费者是很难真正如约拿到钱的，
拿到钱的是他们的上线，也就是
所谓的省级、市级、金牌、银牌合
伙人。 在人人公益的参与模式
中，普通的商家和消费者只是最
底层的，其上还有多个代理人层
级，要想成为这些合伙人，要么
向平台缴纳几万到几十万不等
的加盟费，要么手下有多个商家
或者消费者，要么是人人公益的
员工。 在成为合伙人之后，只要
发展一个下级，就能够获得一笔

介绍费，同时收取下级消费金额
的一定比例。 层级越多，发展的
人越多， 合伙人抽取的钱就越
多。 这样的合伙人多达 2855 个，
可见，资金的大头都被这些代理
人层层瓜分。

警方：
人人公益是新型传销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人人公
益的运作模式其实是一种新型
的传销，与传统传销有所区别的
是，犯罪行为在网上进行，并且
没有实物交易。

人人公益所宣称的公益行
动真的去实施了吗？ 其实他也只
是一个噱头而已，公司成立的大
半年时间内，也只向某基金打入
了 20 万款， 远远达不到他声称
的资金池金额的 1%， 也就是
1000 多万。

在大家的印象中，传统传销
的参与者大多数为中老年人，而
记者发现，这个平台的参与者却
有很大不同，他们几乎都是中青
年，他们学历不低，熟练掌握互
联网和手机 APP 的使用，能迅速
接受新事物。 消费者杨海华自身
是某名校经济学硕士学历，同样
落入了陷阱。

事实上，这类案件的受害者
还有可能稀里糊涂的成为了犯
罪嫌疑人。

最近一段时间， 利用网络平
台，借助电子商务、消费返利、金
融互助、爱心公益、高科技生物产
品等形式， 进行网络传销和非法
集资犯罪活动呈高发态势， 被骗
者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警方介绍，
这类新型网络犯罪活动蔓延迅
速，有很强的隐蔽性、欺骗性，而
且非接触性明显，跨区域突出，取
证难打击难，社会危害性极大。对
于这类犯罪活动， 有关部门在加
大打击力度的同时， 商家和消费
者也要时刻警惕这些披着各类外
衣的消费返利活动，否则，不仅得
不着利，还可能亏了本。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等）

藏地东风来 润美格桑开
东风汽车公司开展援藏工作十五周年纪实

今年是东风汽车公司开展
援藏工作的第十五个年头。 一
直以来， 东风公司党委高度重
视，始终以“兴藏有责”的担当
和姿态， 按照中央第四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安排，倾情、倾心、
倾力开展援藏工作， 并将其纳
入东风社会责任“润”计划总体
部署推进实施。 东风公司党委
书记、 董事长竺延风在东风援
藏十五周年之际指出， 公司要
深入落实习主席治边稳藏重要
战略思想，展现央企担当，履行
援藏责任， 为西藏加快建成小
康社会贡献东风力量。

十五年来，东风汽车公司带
着党和人民的重托， 深耕高原，

累积共投入 1.15 亿元资金，打造
了 79 个“东风特色”援藏项目，
推进着当地民生、医疗、产业、文
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发展。

筑起高原上的“东风城”

在贡觉县城，沿着县城唯一
的主干道阿嘎路向南走，由东风
公司援建的东风宾馆、东风和谐
广场、东风路相继映入眼帘。

十五年来，东风公司按照“向
民生倾斜、向基层倾斜，突出智力
援藏、医疗援藏、文化宣传”的工
作原则， 还先后在贡觉县援建了
县委综合办公楼、 富康路、 凯旋
路、嘎林路、县小学教师周转房、

小学学生宿舍、 农牧民文化活动
中心等基础设施， 极大地改善了
当地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

播洒健康授之以“渔”

从 2003 年开始，东风公司充
分利用东风总医院的资源优势
和技术优势，先后选派 9 批共 30
多名业务精湛的医务工作者到
贡觉县人民医院开展医疗援藏。

在东风医疗队的协助下，贡
觉县人民医院建立了抢救室、手
术室、产检室、诊断室、输液室、远
程医疗系统等设施。通过“传、帮、
带”，一些新的医疗项目，如剖腹
产横切口术、血液疾病新型诊断、

消化呼吸疾病新型诊断等， 已被
贡觉县医护人员熟练掌握。

因地制宜激发“造血功能”

贡觉县夏龙绿色农畜产品
专业合作社是东风公司投资支
持建设的产业援藏项目，由一个
年产值 40 万元的小作坊变身为
如今年产值 500 万元的典范工
程，在促进贡觉特色产业发展的
同时，还解决了部分农牧民的就
业问题。

十五年间，东风先后援建了
糌粑加工厂、 藏香加工厂等，极
大提升了当地百姓收入水平，将
产业援藏从“输血”变为“造血”。

重教兴文树立“文化灯塔”

2014 年，东风公司联合贡觉
县财政设立“东风润苗基金”，每
年出资 40万元，帮助考入内地高
中班和大学的贫困学子实现读书
梦，三年间累计资助学生 203人。

东风还利用自身文化教育
资源，组织贡觉优秀教师到东风
相关单位进行培训学习等，积极
促进贡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援藏十五年，东风用一个个
数字、一件件实事，让藏族同胞
真切感受到了“东风化雨，润泽
四方”的温暖，让象征幸福的格
桑花盛开在雪域高原。 （于俊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