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报讯 一个49人的诈骗团
伙利用虚假期货平台大肆实施诈
骗，导致682名被害人近6500万
元血本无归。记者昨天从市中级
人民法院获悉，该院已对这起诈
骗案件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
决，两名主犯赵某、庄某分别获刑
12年9个月、12年6个月，并处
罚金。其余47名被告人以犯诈
骗罪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被判处1年9个月至7年6个月
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海门法院一审查明，2018年
7月以来，被告人赵某以深圳市
前海佰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名
义，使用被告人陈某、钟某等提供
并维护的虚假网络交易平台，伙
同多名被告人等虚构投资期权的
事实，隐瞒资金由赵某私人控制
的真相，非法占有被害人资金。
其间，赵某等通过事先约定对被
害人“亏损”进行分成的方式招募
各代理商。各代理商按照固定套
路及“话术”实施诈骗。

经查，这一诈骗团伙有固定
作案流程，成员之间分工明确。
首先，业务员等通过非法手段获
取他人的手机号码（内部称为“资
源”），通过微信添加“资源”为好
友，再以分析学习股票等为幌子，
诱骗被害人加入股票交流微信
群。在群内，业务员等分别扮演

“老师”和“股民”，由这些虚拟的
“股民”对“老师”进行吹捧烘托，
骗取被害人对“老师”的信任，再
将落入圈套的被害人拉入“内部
股票交流群”等，并套取被害人信
息，筛选出“优质”被害人。

等到被害人上钩，“老师”就
开始推荐所谓“期权”了。被害人
被引至赵某等设置管理的网络直
播间后，假冒讲师开始讲解股票
知识，并通过铺垫、“漏盘”等方式

推出“期权”概念。此后，“业务员
小号”等发送虚假盈利截图，诱骗
被害人到虚假的网络交易平台

“入金”。“入金”的被害人，会被拉
入“业务员小号”等组建的微信群
内，以防止干扰其他潜在被害人。

“入金”后，被害人真的能如
愿盈利吗？事实上，该团伙会利
用不合理的权利金率，故意推荐
由股票分析师等选择的波动不大
或者下跌的股票让被害人购买，
通过人为控制引导的方式造成被
害人严重“亏损”的假象。为防东
窗事发，在被害人“损失”后，“业
务员小号”还会以“执行力不足”

“行情不好”“自己也亏了”等理由
“安抚”被害人。对于部分投诉报
警的被害人，赵某等则会打着公
司名义以退回资金为条件，要求
被害人撤回投诉报警，同时与被
害人签订《和解协议书》，再拖延、
压低退回资金，进一步掩盖诈骗
事实。

经对虚拟网络交易平台数据
审计，被害人共计682人，涉案金
额共计6842万余元，扣除客诉退
款共计344万余元，未追回的被
害人损失共计6498万余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被告人庄
某以深圳国元盛世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的名义，伙同多名被告人，以
事先约定对被害人“亏损”进行分
成的方式作为赵某的代理商，并
自行组织代理商团队或以事先约
定对被害人“亏损”进行分成的方
式发展下级代理商，采用上述方
法实施诈骗。经统计，涉案金额
共计4017万余元，扣除客诉退款
共计245万余元，未追回的被害
人损失共计3772万余元。公安
机关现场查获采用上述方法实施
诈骗的共计11个作案地点的代
理商。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庄
某等47名被告人利用网络诈骗公
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
构成诈骗罪；被告人陈某、钟某明知
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他
人犯罪提供软件开发及维护、支付
结算帮助等技术支持，其行为均已
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综合49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
节和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
海门法院遂作出前述判决。法院
继续追缴各被告人犯罪所得，发还
各被害人。

一审判决后，庄某等22名被告
人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南
通中院经审理维持了原判。
通讯员张美芳 古林 记者王玮丽

一审判决后，庄某等上诉人辩
称自己只是犯了非法经营罪，认为
一审定性有误。那么，庄某的非法
行为究竟如何定性？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
他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非法经
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
扰 乱 市 场 秩 序 ， 情 节 严 重 的 行
为。”该案二审合议庭审判长方永
梅说，本案中，赵某等人招募代理
商、庄某等人组织代理商团队或者
发展下级代理商，以投资股票期权
为诱饵欺骗被害人,导致被害人基
于错误认识到虚假的网络平台进行
投资，从而实现非法占有他人钱财
的目的，实际上没有经营证券期货
业务，涉案“平台方”“代理方”
人员的行为均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
件，构成的是诈骗罪而不是非法经
营罪，故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相应
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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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情报站

申请体彩站点详见南通体彩网（www.nttc.net.cn）“建站信息公开”专栏

南通体彩监督电话：83512260

8月5日，体彩大乐透第20072
期开奖一举中出22注头奖，江苏
南通海安3206006475体彩网点中
出其中1注1021万元追加投注头
奖。日前，中奖者吴先生在家人陪
同下来到江苏体彩兑奖大厅领奖。

吴先生出示的中奖彩票是一
张5注号码的单式票，进行了追加
投注，投注金额15元。该票第2注
号码“11-15-18-20-27+05-06”
与 20072期大乐透开奖号码完全
一致，中得当期追加一等奖，单注
奖金10219312 元。此外，该票的

第1注号码也中得了当期九等奖，
收获奖金5元。

吴先生介绍说，他购买体育彩
票已将近20年，买大乐透快10年
了。这张中奖彩票上的号码，他已
经守号相当长的时间，其间多次中
过小奖。此番中得大乐透一等奖，
吴先生的心态相当淡定，他笑言，

“买彩票这么多年，不管中不中奖，
我这个习惯是不会改变了。以后
我肯定还是每期5注，但不一定守
号了，后面我打算随机选号，看看
能不能再有好运降临”。

南通购彩者坚持守号中得1021万大奖
福彩直通车

福彩双色球 2元可中1000万

南通福彩网http://ntfcw.tt17.com/

为回馈广大彩民对福利彩票一直以来的关心与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
行管理中心决定于2020年8月20日至10月31日期间，针对全国联销的

“超给力”系列即开型彩票游戏开展派奖及营销活动。
派奖活动时间自2020年9月10日0时起，10月30日17时止。活动期

间，对兑取“超给力”游戏1万元及以上奖等的购彩者进行派奖，每个奖等的
派奖金额等于相应奖级的设奖金额，具体为：兑取100万元的中奖者，派送
100万元固定奖金；兑取80万元的中奖者，派送80万元固定奖金；兑取30
万元的中奖者，派送30万元固定奖金；兑取10万元的中奖者，派送10万元
固定奖金；兑取1万元的中奖者，派送1万元固定奖金。

此外，9月7日至8日每天9时至22时试刮有惊喜，用户只要关注“福彩
刮刮乐”微信公众号，并完成手机号绑定，即可免费参与“超给力”游戏试刮
活动，有机会获得随机现金红包奖励，现金红包发完即止。

心动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彩站点，感受爱心与幸运的传递，享
受这场“超给力”的秋日狂欢盛宴！

1.5亿超给力派奖重磅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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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采洁、张国柱主演 《喜宝》
葛优、黄渤、范伟主演《我和我的家乡》
巩俐、黄渤主演 《夺冠》
11月6日19:30 ——《蝶舞翩跹》彩蝶女乐专场音乐会
11月17日19:30 ——南京民族乐团专场音乐会《国风雅乐》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85528668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更俗剧院

虚假期货平台狂卷6500万元
被害人达682人，诈骗团伙49人获刑

晚报讯 昨天，山东小伙刘某
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通州警方立
案侦查。

19日晚11时左右，通州城中
派出所夜巡队员发现一辆黑色越野
车长时间停在交通路新金路灯控路
口，靠近后发现该车处于启动状态，
两男子在车内睡觉，其中驾驶员刘
某疑似酒驾。通州城中派出所及城
区交警中队民警接到指令后先后赶
到现场，民警不断敲击驾驶室玻璃
将刘某唤醒，立即对其进行呼气式

酒精测试，结果显示其涉嫌醉驾。
经查，当晚6时许，刘某与朋友王

某在通州金乐某家烧烤摊喝酒撸串，
酒过三巡到了当晚9时多，两人准备
离开。王某上了刘某车后，在酒精作
用下睡了过去，而刘某也迷迷糊糊上
了车，之后便沿着新世纪大道一路向
北，当开到交通路新金路路口等红绿灯
时困意袭来，便睡了过去。经鉴定，刘某
血液酒精含量为139.9mg/100ml。

记者张亮
通讯员高莉雯 成佳炜 吴冕

晚报讯 想通过买彩票暴富，
却连买彩票的钱都拿不出，便骗
取彩票店的彩票款。近日，经启
东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
人顾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7000元。

顾某患病多年，没有收入来
源，想以买彩票中奖来赚钱。今
年6月的一天，顾某至启东市区
某彩票店买彩票，买的是每5分

钟开奖的E球彩。一开始，顾某
付了几十元，此后一直跟店主说
先记账最后结算。为了“赚钱”，
顾某从当天下午2时一直买到晚
上 10 时，共在该彩票店买了
2000多元的彩票，最终也没赢到
钱。彩票店主要求结算时，身无
分文的顾某想要逃走，被店主抓
住后报警。

经讯问，顾某于今年1月至6
月期间，多次至启东市各彩票店，

以隐瞒自己无法支付彩票款的事
实，约定最后结算的方式取得被害
人信任，骗取被害人财物共计人民
币8689元。

承办检察官提醒广大市民，“一
夜暴富”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但现
实中只有自己的双手能改变自己的
生活。抱有侥幸心理，不能克制自
己的贪念，最终必将付出代价。

通讯员王舒婷 秦晓微
记者何家玉

囊中羞涩，想靠买彩票暴富
诈骗彩票店彩票款被判刑

晚报讯 昨天，据海门三厂派出
所交警中队办案民警介绍，涉嫌交
通肇事逃逸的男子施某被警方给予
行政拘留5日，一次性记满12分，
罚款1200元的处罚。

13日晚10时许，三厂交警中队
接到路人报警，三厂工业园区中华东
路西洋桥地段有一辆小轿车撞护栏
后四轮朝天，人员受伤情况不详。
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至现场处
置。经网上查询，家住海门街道的
司机施某被民警锁定，但由于施某手
机关机，民警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次日中午，正当民警布控时，自称是
肇事者的施某向警方投案自首。

现年37岁的施某平时从事园

林生意。13日晚上，施某在三厂工
业园区的亲戚家吃饭。其间，施某
喝掉了两瓶啤酒。酒后，施某在稍
稍休息后，驾驶小轿车沿三厂工业
园区中华东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事故
现场时，手机不慎从驾驶台上掉下，
他在低头捡手机时，小轿车失控，

“轰隆”一声，撞上了护栏。随着巨
大的惯性作用，小轿车翻倒后，来了
个四轮朝天。被困在车上，吓得魂
飞魄散的施某情急之中，将损坏的前
车窗玻璃用脚踹掉，然后，从前车窗爬
出。眼见车辆严重损坏，以及被撞得一
塌糊涂的护栏，喝了酒的他便趁着四周
无人，逃离了现场。

通讯员陆遥

烧烤摊喝酒撸串
红绿灯路口酣睡

捡手机方向失控
撞护栏弃车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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