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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警惕诈骗团伙虚构基金会诈骗
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

由来已久 ，当前 ，此类诈骗活动
已转移到网络 ，来势汹汹 、迅猛
发展。 犯罪分子伪造国家机关公
文 ，制作虚假证件 ，犯罪花样不
断翻新 、手段升级 ，以 “精准扶
贫”“慈善帮扶”“军民融合”等名
义 ， 借助微信群 、QQ 群发展下
线，采取非接触式的手段做宣传
推广，引诱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
加入各类所谓慈善、扶贫、投资、
养老等“基金会”和“项目”，通过
微信、支付宝、网银等方式收单、
转移赃款。

8 月 8 日， 公安部在京召开
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以来公安
机关打击整治民族资产解冻类
诈骗犯罪工作情况。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当
前我国没有任何民族资产解冻类
的项目， 凡是打着类似民族资产
解冻旗号进行敛财的， 让你交钱
的，不管钱多钱少，都是诈骗；凡
是自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干部，
通过电话、 微信、 电子邮件、QQ
等方式进行所谓的“委托”“授权”

“任命”的，均是诈骗；凡是声称缴
纳数十元、 上百元会费就能获利
数万元、 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各
类基金会、项目、APP，均是诈骗；
凡是转发鼓动、 宣传所谓民族资
产解冻类相关信息或组建相关微
信群、QQ 群招募会员、 收取费
用、进京聚集的均涉嫌违法犯罪，
公安机关将依法查处。

打掉犯罪团伙 284 个

近年来，民族资产解冻类诈
骗犯罪借助便捷高效的现代通
信和金融工具， 不断变换手法、
翻新花样，打着各种旗号引诱不
少群众受骗上当。

一些群众信以为真，对幕后
组织操纵者的指示、要求俯首帖
耳、言听计从，有的甚至帮着建
微信群、拉人头，沦为诈骗犯罪
分子的工具。

此类案件虽然单个人被骗

金额不大，但涉及人数多，涉案
总金额大， 往往达数千万元，甚
至上亿元，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
产权益。

公安部于今年 1 月 18 日部
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期半年
的打击整治专项行动， 坚决遏
制此类犯罪高发多发势头。 近
期， 公安部在部署开展“打诈
骗、抓逃犯、保大庆”为主题的

“云剑”行动中，再次将打击整
治此类诈骗犯罪活动作为重
点。 目前，专项打击整治行动取
得了显著效果。

据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忠
义介绍，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
关共打掉各类民族资产解冻类
诈骗犯罪团伙 284 个，抓获犯罪
嫌疑人 3589 人， 冻结扣押涉案
资金 6.23 亿元。

其中，安徽阜阳公安机关打
掉一个虚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
项扶贫民生福利基金会”，以“低
会费、高回报”为诱饵发展会员
参加精准扶贫项目的诈骗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 56 人， 追回赃
款、 冻结涉案资金 919 万元，查
封房产 6 套。

山东烟台公安机关打掉一
个针对老年人群体，编造“精准
扶贫”、“花旗银行” 等虚假项目
实施诈骗的团伙，该团伙每天对
会员进行精神洗脑培训，反复学

习“一问三不知”等保密规定，抓
获犯罪嫌疑人 33 名， 冻结账户
资金 1200 余万元。

河南鹤壁公安机关打掉一
个冒充中央军委干部、部委领导
等身份，编造“中华民族第九路
军”为名实施诈骗的团伙，抓获
犯罪嫌疑人 29 人， 冻结涉案资
金 2400 万元。

广东江门公安机关深挖扩
线、顺线追踪打掉一个以“和平
统一台湾” 为幌子实施诈骗活
动的非法社会组织， 抓获犯罪
嫌疑人 129 人， 冻结涉案资金
384 万元。

四川广元公安机关侦破一
起冒充部委负责人，打着“精准
扶贫” 的幌子实施诈骗的团伙，
已抓获犯罪嫌疑人 51 人， 冻结
涉案资金 3126 万元。

虚构扶贫、慈善项目

从已经打掉的这些案件可
以看到 ，以“精准扶贫 ”“慈善
帮扶”“军民融合” 等名义，虚
构基金会和项目已经成为一
种常用的诈骗手段， 需要引起
重点关注。

山东烟台公安机关打掉的
诈骗团伙紧盯社会热点， 打着
“中央扶贫攻坚组”的旗号，通过
建立微信群，发布伪造的国家机

关公文，编造“精准扶贫”、“花旗
银行”等虚假报单项目，声称交
纳一定的入会费、启动费、项目
费，便可作为国家建设的有功人
士获得几十万、上百万不等的高
额补贴，从而实施诈骗。

这起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
褚桂英原是其他民族资产解冻
诈骗团伙的二级代理人，后来自
己组建了“中华圆梦新时代慈善
基金会”实施诈骗。

“可以说迷惑性比较强，传
播速度也很快。 这个团伙在短
短 8 个月的时间就发展会员 20
余万人，非法敛财数千万元。 ”
山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李民
强调。

安徽阜阳公安机关打掉的
则是一个虚构“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项扶贫民生福利基金会”
的诈骗团伙。 该团伙通过建立
微信群方式发展会员，以“低会
费、高回报”等为幌子，在全国
范围内引诱网民参加所谓“精
准扶贫”项目，谎称与国家领导
人为同窗好友以强化其项目的
可信度。

河南鹤壁公安机关破获“中
华民族第九路军” 诈骗案中，杨
光田、席崇云等人利用北京电话
冒充军委干部，各部委领导及国
家领导人秘书等身份，以短信形
式向马银发号施令，编造“菜篮
子工程”、“慈善基金”、“军民融
合”等项目，让马银具体负责上
述项目。 马银收到指示后对外
自称受中央领导委托，成立“中
华民族第九路军”，通过网络编
造“只要加入第九路军，国家就
会发放扶贫款， 大家就会拿到
创业基金， 就会带领更多人致
富”等谎言，大肆发展会员 12 万
余人。

大力开展宣传防范

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
活动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权
益，危害社会治安。 刘忠义表示，
下一步，公安机关将保持对民族

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的“零容
忍”，打击、整治、防范多管齐下，
坚决遏制其发展蔓延态势。

一是继续深入开展全国专
项整治和打击行动。 我们将保持
对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的
主动进攻、高压严打态势，持续
加大打击力度， 深入排查线索，
督办重点案件， 整治重点区域，
对违法犯罪分子形成强力威慑，
使其不能为、不敢为；同时加强
区域警务合作，依托科技信息化
手段加强案件侦办工作，有效提
升打击效能。

二是加大源头管控，强力推
进打击整治工作。 指导督促广西
百色市、凌云县党委政府及有关
部门进一步提高重视程度，强化
责任、全民动员、铁腕整治，用足
用好法律、 政策和村规民约，持
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强化防控
措施，深挖幕后组织者，斩断为
诈骗团伙提供服务的灰色产业
链，尽快铲除滋生民族资产解冻
类诈骗的土壤，同时防止向周边
区县蔓延。

三是积极推动相关法律意
见的出台。 目前，公安部正在与
检法部门协商，制定依法打击此
类违法犯罪的相关法律解释，依
法从严惩处此类犯罪的幕后组
织者、 操纵者和骨干代理人，切
实加大对此类犯罪分子的惩处
力度，解决以往在打击工作中存
在的一些犯罪分子无法处理或
处罚偏轻的问题。

四是大力开展宣传防范。 充
分运用各种新闻媒体和宣传载
体，采取以案说法、公布虚假项
目等方式，不间断地组织开展各
类宣传活动。 继续完善民族资产
解冻类诈骗案件发布机制，定期
发布各地公安机关侦破的民族
资产解冻类诈骗案件具体作案
手法等情况， 方便群众查询识
别。 同时借助官方微博、微信公
众号等， 加强与群众的互动，想
方设法扩大受众面，力争做到不
留死角，不断提高重点人群的识
骗防骗能力。

发布会现场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