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Q“炫富”只为诈骗痴心男
!

本报通讯员 陈洪娟 林 勋

科技手段的快速发展! 让人们的交流更加便利! 但就在人们享

受交流便捷的同时! 一些不法分子也借机大发不义之财" 近日! 福

建省福清市检察院对一起利用微信#

!!

$炫富% 进而实施诈骗的

案件提起公诉"

"#$$

年
%

月! 倪某在网上认识了
"&

岁出头的被告人魏琼" 经

过一个多月的联系! 两人确立了恋人关系" 魏琼说自己家境富裕!

倪某正好也在其
!!

空间里看到其开着名车的大量照片! 因此确

信魏琼就是富家千金" 相处几个月后! 倪某向魏琼求婚! 魏琼表示

必须要通过她家的考验! 即在规定时间内给她
'&

万元作为聘金"

倪某往魏琼的账户上打了
'&

万元" 可是! 魏琼又说她大伯觉得给

$&&

万元聘金才能体现倪某的诚意" 之后半年! 倪某又给了魏琼
'&

万元" 可魏琼又提出新的条件! 就是再给她
(

万元才安排双方父母

见面! 并在见面时把
$&&

万元聘金退还" 倪某立即给了
(

万元" 但

是! 魏琼没有如期安排双方父母见面! 这让倪某失望又怀疑"

"&$"

年
'

月! 倪某通过朋友调查了魏琼的家庭情况! 结果令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原来! 魏琼只是一个普通农民家的孩子" 倪某

叫魏琼写了一张借款
$&(

万元的借条! 但是! 写完借条后魏琼便消

失了"

谎言被识破后! 魏琼并未就此收手! 她又把目光转向了在日本

留学的杨某 " 杨某与魏琼于
"&$&

年
)

月在网上认识 ! 一直通过

!!

保持着联系"

"&$"

年
*

月! 杨某与魏琼确立了恋人关系" 魏琼

继续谎称自己是富家千金! 并同样通过在
!!

空间秀开豪车的照

片! 让杨某确信其家境优越"

"#+"

年
%

月初! 魏琼以钱包丢了# 信

用卡要还款为由! 找杨某借钱" 虽然人在国外! 甚至不曾见过魏

琼! 但心疼女友的杨某直接让魏琼到其家中! 找他家人拿了
*###

元" 之后! 杨某和魏琼商量结婚的事情! 魏琼又以家人考验杨某是

否真心为由! 要了杨某
'

万元聘金" 贪心不足的魏琼继续以各种借

口向杨某要钱! 终于使杨某起了疑心" 一日! 杨某的
!!

提示一个

自称被魏琼骗了的男子要加他为好友! 此人正是倪某" 双方一沟

通! 杨某彻底认清了魏琼的真面目"

"#+"

年
%

月底! 魏琼又向杨某

借钱! 杨某表示自己即将回国! 与她约好见面时间和地点"

"#+"

年

,

月
*

日! 杨某和倪某一起去和魏琼见面! 并报警"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 魏琼被取保候审" 她却不知悔改! 继续

她的行骗生涯"

"#+"

年
+#

月! 魏琼通过微信认识了吴某! 并在微

信圈中大秀自己开名车的照片" 之后! 两人发展成恋人关系" 其

间! 魏琼陆续向吴某要了
%

万元" 为打消吴某的疑心! 魏琼开着各

种各样的名车跟吴某见面! 并称这些车都是她 $哥哥% 公司的" 吴

某彻底打消疑虑! 前后共给了魏琼
+%-%

万元"

"&$(

年
'

月初! 在

吴某的百般追问下! 魏琼终于承认了自己的诈骗事实! 并在吴某及

其母亲的劝说下! 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公安机关经调查发现! 除了以上
(

起诈骗! 魏琼还涉嫌其他
"

起诈骗!

'

起诈骗金额共达
$)&

余万元"

"""" """"

社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

号 邮编：
!""!""

传真!

#$#%"&!! #$#%"&!&

总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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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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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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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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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全国各地邮局 广告许可证!京石工商广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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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定价!每份
!(##

元 全年
$##

元 印刷!解放军报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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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肖 荣 责校
!

赵 鹏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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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

"

"!"

#

#$#%"&!!

热线电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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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星期四

网址!

.//01 2 2 333)%&'4)&*+

是复印签名还是本人书写？
重庆五分院：检察技术为457起案件提供“证据”支持590余次

!

本报记者 沈 义

$我院
"&&.

年以来共为
)'%

起案件提供技术支持
'.#

余次!

通过技术支持获得的证据#结论

等均获认定和采纳"% 近日记者

从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了解

到!该院近年来充分发挥检察技

术对执法办案的支撑作用!提升

了执法办案质量#效率和执法公

信力"

针对不同职业#不同性格特

征#不同行为表现的职务犯罪嫌

疑人!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检

察技术部门制作个性化心理测

试问卷 ! 配合使用心理测试技

术 !捕捉其心理活动信息 !为选

准审讯突破口提供指引"

大足区检察院在查办杨某

行贿案时!杨某一开始拒不交代

行贿事实" 为打破侦查僵局!第

五分院派检察技术人员对杨某

进行心理测试"针对测试前杨某

眼神游离 # 手脚无措等行为表

现!技术人员精心设计心理测试

问卷!在测试中根据其心电图变

化适时调整语速语调 # 变换表

情 !抑制其侥幸心理 !最终突破

其心理防线! 使其供述了行贿
*

万元的犯罪事实 "

"#+(

年
+"

月

+#

日!杨某因行贿罪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运用电子物证技术提取固

定电子证据!也是我院的有效做

法"% 第五分院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他们运用手机数据恢复仪

和话单分析软件#计算机取证设

备!对涉案手机#电脑中被删除#

复制#修改的电子证据痕迹进行

现场勘查 #数据整理 #日志提取

和物理比对! 固定电子证据!取

得了好效果"

第五分院在办理刘某贪污#

挪用公款案时!侦查人员和检察

技术人员检查刘某的电脑硬盘!

发现其炒股的数据痕迹后!当即

提取了该电脑
/0

地址!经与证券

公司网上交易服务器端比对作

同一认定!固定了刘某利用办公

电脑将公款通过网络转账到其

个人账户买卖股票的品种 #时

间 #金额等重要电子证据 !确保

了该案顺利侦破"

该院在文件检验过程中!通

过对书写条件 #书写规则 #成文

时间 #字迹印油成分 #印文变化

规律等进行认真细致#科学严谨

的研判!准确鉴别关键证据"

在巴南区检察院查办赵某

贪污案的过程中!针对该案关键

证据&&&报销凭证上的领导签

名经相关人员辨认系领导本人

书写! 但领导予以否认的情况!

第五分院检察技术人员进行文

件检验发现!虽然可疑签名与署

名人字迹样本书写特征符合良

好 ! 容易被误认为领导本人签

名 !但用体视显微镜观察 !可见

字迹笔画由规则墨点构成 #露

白!部分笔画有重描#修饰痕迹!

遂确定该签名系复印形成"赵某

终于承认了伪造领导签名贪污

+"%

万余元的犯罪事实"

"#+"

年

++

月!其被二审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十年"

通过对鉴定意见中运用的

分析检验方式! 以及现场勘验#

尸体检验 # 活体检查等材料进

行文证审查 ! 第五分院的检察

技术人员准确甄别加害行为与

危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 ! 提出

补强证据的建议 ! 确保了有关

案件定性准确"

第五分院在审查起诉一起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时 ! 犯罪

嫌疑人吴某的辩护律师提出 !

被害人死亡原因与医疗行为有

一定因果关系 " 检察技术人员

经文证审查 ! 确认吴某实施加

害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

有直接因果关系 "据此 !该院以

故意杀人罪将案件提起公诉!后

来法院一审判处吴某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

左手虚假工程 右手债务窟窿
本报讯 %记者吴贻伙 通

讯员李楠 胡倩茹$ 经过安

徽省泾县法院连续三天的开庭

审理! 该县南华高级职业学校

!下称南华学校 " 及其校长卫

红平等
.

人特大合同诈骗案近

日一审审理结束! 法庭没有当

庭宣判"

据了解! 此案涉及南华学

校一个被告单位和卫红平 #王

静等
.

名被告人" 泾县检察院

指控称!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卫红平以南华学校法定

代表人#校长的身份!指使南华

学校会计王静!纠合安徽芜湖#

马鞍山# 江苏江阴等地的无业

人员马孝俊#闻志耘#罗学安等

多人!隐瞒南华学校经营亏损#

卫红平个人及南华学校身负巨

额债务#无实际履约能力的真实

状况!以南华学校#南华学校基

建办公室等名义!在未获得土地

使用权和相关行政审批许可的

情况下!伪造#私自篡改有关工

程项目批复及相关合同# 备案#

审批文件资料等!采用工程议标

的手段!多次对外重复发包所谓

的$南华学校一#二期工程%#$金

色阳光老年休闲公寓一#二期工

程%#$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

院南华实训基地专家楼工程%等

土建# 土石方工程项目"

在骗取被害人信任后! 他

们诱骗被害人与其签订根本无

法实际履行的工程承包合同 !

并要求被害人按合同标的额交

纳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的工

程投标报名费# 图纸押金# 合

同履约保证金等! 共骗取被害

人的工程投标保证金# 工程履

约金计
+#%)

万元 ! 骗取图纸

费# 报名费共计
"-+

万元 " 在

此过程中! 卫红平等人还以各

种理由向被害人索取好处费 #

礼品等共计价值
(#

余万元"

案发前! 因工程合同始终

无法履行! 经过各被害人的反

复催要! 他们累计退还各被害

人工程保证金等
""+

万余元 !

实际骗取的财物价值共计
,,)

万余元"

诈骗得手后! 卫红平以支

付工资 # 劳务费 # 借款等名

义! 向其他参与诈骗的被告人

支付报酬! 并用于其个人支付

民间高额借款本息# 学校支出

费用或者个人消费"

庭审中! 卫红平对检察机

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大都表示异

议! 要么主张其行为属单纯的

民事纠纷!不构成合同诈骗!要

么认为数笔合同纯属其他从犯

个人行为!与南华学校无关" 公

诉人针对卫红平的辩解! 用扎

实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分析 !

一一予以驳斥" 面对数名被告

人的相互推诿! 公诉人条分缕

析!仔细梳理每一笔涉罪金额!

以完整的证据链条回应了各被

告人的辩解"

出手大方的翟新鹏向老友道出了“生财之道”：吃透外贸行情，利用小微企业急于获取订单的心理，主动送生意上
门，吃掉对方的保证金。

“大老板”眷顾小微企业，原是圈钱骗局
本报讯 "周青山 任飞$

通过虚构外贸业务 ! 先后
,,

次骗取客户保证金
+%(-,

万元!

致使众多小微企业蒙受巨大损

失" 日前! 经江苏省无锡市南

长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

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鑫有

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

金
*

万元' 判处被告人席连英

有期徒刑十一年零三个月! 并

处罚金
+#

万元 ' 判处被告人

华强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

月! 并处罚金
+#

万元"

"#++

年
+

月! 王鑫在街上

偶遇老同学翟新鹏 !在逃"" 出

手大方的翟新鹏向老友道出了

$生财之道%( 吃透外贸行情! 利

用小微企业急于获取订单的心

理! 主动送生意上门! 吃掉对方

的保证金"

王鑫希望老同学能带自己

一程" 翟新鹏同意合作! 并答

应提供一笔资金! 助其尽快上

马"

"#++

年
(

月! 王鑫办了一

家恒源进出口公司! 注册资金

+##

万元 " 他找到一家中介机

构! 花
+-+

万元办好了各种相

关手续" 从公司成立起! 王鑫

就绞尽脑汁! 开始自己的诈骗

生涯"

为尽快收回投资! 翟新鹏

介绍席连英# 华强等人给王鑫

当助手 " 最后 ! 经过精心包

装! 恒源公司不仅办公环境整

洁! 操作流程规范! 各种设施

堪称一流! 墙上还挂满了公司

负责人和各级领导的合影! 给

人大有来头之感" 其实! 那些

照片都是经过翻拍伪造的"

"#++

年
++

月
"

日 ! 黄某

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招商广告 !

广告发布方称急需加工一批服

装! 请有意者前去洽谈" 当时!

由于欧美经济低迷等原因! 黄某

的工厂正陷入困境" 于黄某而

言! 这则招商广告不啻于一场

$及时雨%"

黄某马上打电话联系! 找

到发布广告的镇江通达外贸公

司! 就服装的具体规格# 工艺

要求和出货时间与对方谈判 "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双方就合

同条款达成一致! 交纳了几百

元押金 ! 签订了意向性协议 "

通达公司的负责人告诉黄某 (

$我们这里是分公司 ! 无权签

订正式合同! 正式合同要到无

锡的总公司去签订"%

几天后! 对方陪同黄某来

到所谓的总公司&&&无锡恒源

公司" 跨进豪华的办公室! 看

到一幅幅公司负责人和各级领

导的合影 ! 黄某顿时惊呆了 "

自称恒源公司 $席总% 的席连

英接待了黄某! 双方就合同条

款进一步磋商! $席总% 提供

了产品工艺单! 要求黄某必须

保质保量按时交货" 双方顺利

签约! 标的高达数百万元" 根

据合同约定! 黄某当场支付了

"

万元保证金"

经过日夜加班! 黄某的工

厂终于赶出一批服装" 他将样

品送到恒源公司" 几天后! 恒

源公司打电话称样品不符合外

商要求! 寄来伪造的质检报告!

并以此为由终止合同 !

"

万元

保证金不退还" 欲哭无泪的黄

某只能自认倒霉! 低价处理掉

那批服装"

黄某只是众多受骗者之

一 " 正当王鑫等人大肆行骗

时 ! 不少受骗者来到恒源公

司! 要求退还保证金" 王鑫东

躲西藏! 最后干脆采用金蝉脱

壳之计 ! 重新注册一家公司 "

席连英等人因分赃不均! 不再

与王鑫合作! 而是另开一家外

贸公司! $八仙过海! 各显神

通%"

"#+(

年
%

月
++

日 ! 王鑫

托人在镇江补办身份证时! 得

知自己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 "

王鑫投案自首! 如实供述了犯

罪事实! 并提供相关线索" 根

据王鑫提供的线索! 警方抓获

席连英# 华强"

据无锡市南长区法院审理

查明 ! 王鑫等人先后
,,

次骗

取客户保证金
+%(-,

万元 !导

致许多企业主蒙受巨大损失 "

他们每次都是收取
"

万元至
)

万元不等的保证金 !然后编造

各种理由 ! 想方设法占为己

有" 由于每笔保证金金额不算

大 ! 追讨十分困难 ! 不少被

害人明知道上当受骗 ! 也不

去报案"

为七家企业牟取
三千多万国家补贴
江西吉安：一节能科长获刑十二年半

本报讯"特约记者黄作颖 通

讯员詹镇南 王志军$ 利用手中

职权 ! 为不符合申报资格的七家

企业牟取
(+##

万元国家补贴资

金 " 近日 ! 经江西省吉安市吉州

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杨书伟被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二年零六个月! 并处没收财产
(#

万元"

杨书伟刚
)#

岁出头! 研究生学历! 原系吉安市工信委节能与

资源综合利用科科长! 负责全市工业企业节能补贴项目的申报和审

核" 在杨书伟眼中! 相关国家节能技术改造奖励项目# 省级节能专

项资金项目# 省级工业清洁生产专项资金项目等! 就是一个个 $香

饽饽%! 利用项目审核和申报过程中的制度漏洞! 可以带来意想不

到的收获"

"##,

年
'

月! 当地建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建利得知国家有

节能技改补贴资金! 专程找到杨书伟! 表示想以 $窑炉改造% 名义

申报补贴" 杨书伟发现该企业不符合申报条件" 李建利私下许诺将

给予报酬! 杨书伟便详细告知申报材料如何填写"

很快! 李建利找人补充虚假数据重新包装申报项目" 杨书伟初

步审查通过后! 向上级部门报送" 在当年国家检查组对项目进行检

查时! 杨书伟想方设法向检查组推荐! 使项目顺利通过! 建青公司

如愿获得国家补贴资金
*#(

万元"

近
'

年来! 杨书伟共为建青公司等
%

家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大开

绿灯! 以 $窑炉改造%# $余热烘干%# $节能技改% 等名目! 采取

虚报产能# 虚增节能量# 虚降能耗等手段! 助其通过节能补贴项目

审核! 数额高达
(+##

万元" 其间! 杨书伟接受了这些企业的好处

费共
",#

余万元"

"#+(

年
)

月
+

日! 一家企业负责人因其他事由向司法机关交

代了向杨书伟行贿一事"

)

月
"(

日! 杨书伟被检察机关决定逮捕!

如实交代了自己全部受贿过程"

姚雯
!

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