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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有云：兵者，诡道也。有一群自恃高明的犯罪分子挖空心思，玩弄“诡道”，最
终难逃法网———

招工诈骗“三十六计”
!

朱亚平 李晓艳

诈骗第一计!

故伎重演"移花接木

!"#$

年
!

月底! 在陕西的杨

强和在山东的董家旭不约而同接

到同一个号码的来电! 电话那头

是一个深沉的男中音 " #小杨 $

小董!最近怎么样啊!要不要跟着

哥到无锡来重操旧业啊! 保证你

们吃香喝辣啊%& 电话那头的杨

强和董家旭瞬间开心地满口答

应'

!%&$

年
$

月! 江苏无锡新区

梅村大厦的一幢写字楼里! 马传

德$ 侯福交$ 王承学$ 杨强$ 董

家旭几个人!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地好不热闹 ! 商量着开公司事

宜(

#咱们是照搬照抄苏州的那

一套呢! 还是另起炉灶! 搞点新

花样呢))&

#我觉得苏州那套就很不错(

反正大家都对这个很熟悉了! 我

觉着! 也别动别的脑筋了! 就按

原来那套来吧))&

#我觉得吧 ! 这年头谁也不

是傻瓜( 我们还得考察考察无锡

的市场! 看看哪些职业$ 哪些公

司紧俏一些! 这样我们的工作才

好展开啊))&

仔细听听他们的谈话内容 !

原来是这样的 " 早在
!%&!

年 !

马传德$ 王承学$ 杨强$ 董家旭

就在苏州的一家诈骗公司做过!

该公司的生财之道就是招工诈

骗! 诈骗模式主要是虚构招聘信

息 ! 通过向知名网站发布的形

式! 吸引大学生$ 外地务工人员

来应聘! 然后虚构并收取各种名

目的费用! 从而达到诈骗敛财的

目的(

马传德等几人见这门生意做

得有声有色! 也没有被查处! 非

常心动( 零风险! 高回报! 这年

头这样的好事谁看了不眼馋! 几

人遂动了出走苏州另立门户的念

头(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 马传

德看中了梅村这块风水宝地! 吴

文化的发源地嘛! 有众多神明庇

佑! 自然不会出什么岔子( 就这

样! 马传德联系了侯福交$ 王承

学$ 杨强等一众兄弟! 风风火火

地将 #苏州模式 & 照搬到无锡

来(

诈骗第二计!

分工配合"瞒天过海

俗话说! 搭台唱戏不仅要看

唱本! 还得看演员的功力和排兵

布阵能力(

这不! 马传德等人也注意到

这个问题" 虽说班子成员有好多

元老! 但是不能合理利用资源!

也难将创收效益最大化! 在这个

市场化的时代! 这绝对是不符合

市场规律的( 于是! 马传德开始

部署整个无锡市场的大局(

但是 ! 万事开头难啊 ! 这

不! 刚开始就在办公地点的问题

上犯了难 ( #东一榔头西一棒

子& 搞游击战! 这总归不是个事

儿! 要想把这个倾注了自己诸多

心血的事业做大做强! 必须得有

稳固的根据地( 思来想去! 马传

德终于下定决心 ! 打算多线发

展( 一方面! 考虑到外来务工人

员具有较大的流动性! 就无锡几

个板块而言! 有求职需求的人员

主要分布在市中心! 于是他决定

在市区哥伦布广场设立一个办公

地点! 以招揽外地来的求职者 (

另一方面! 本着 #致富不忘本&

的理念! 他又考虑到梅村这个福

地和发迹地不能就此放弃! 再加

上无锡大部分的外企$ 大型企业

集中在新区! 在新区招聘员工有

极大的辐射效应! 故他又着手在

新区新泰路设立了一个办公地

点( 这样一来! 应聘者看到有实

体公司以后! 在应聘时就会大大

地减少防备心理(

公司的框架是基本搭起来

了! 但是没有好的业务团队! 再

好的硬件设施也无法发挥功效!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人员的合理配

置了( 不过! 马传德心里也很清

楚 ! #这毕竟是违法犯罪的事

情 ! 谁愿意来跟我 这趟浑水

呢%& 一不做二不休! 他自己做

起了公司的总负责人! 又找到老

友王承学$ 侯福交入伙! 一起全

盘负责公司事宜(

此外! 他还将曾经在苏州一

起奋斗过的杨强$ 董家旭急召回

无锡! 将这两人安排在崇安区和

新区的两个点 ! 担任点的负责

人! 各自负责两边的招聘事宜 (

即主要由该两人在网上发布广

告! 继而冒充尚德$ 博世$ 西门

子等大公司人事主管的身份! 以

面试求职者为假! 以收取就业保

证金$ 资料费等费用为实(

眼看着公司就这样成立起来

了! 软件$ 硬件相得益彰! 只等

着求职者自动送上门来了 ( 这

时! 心思缜密的马传德又开始琢

磨起一件事儿来! 他想到自己在

苏州上班时! 经常会碰到一些年

轻气盛的年轻人! 被骗后仍然不

依不饶地要回来讨说法! 应付起

来特别麻烦( 既然有这样的前车

之鉴! 何不未雨绸缪呢* 于是 !

在应聘对象的选择上! 他做了强

制性的规定! 即主要挑选那些刚

刚从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中专生

群体! 对于那些年轻力壮或者有

文身$ 混社会的人一律排除( 这

样一来! 就事先缩小了求职者被

骗后的反抗和维权范围! 净挑些

软柿子捏捏(

就这样! 一个渐成规模的诈

骗公司产生了(

诈骗第三计!

角色扮演"趁火打劫

可好景不长! 有些机灵的求

职者在发现被骗后! 会再次回来

兴师问罪! 要回被骗的钱财! 有

的甚至还到公安机关那里去报

案( 马传德看到发财大计就这么

生生被破坏了! 自然是郁闷得不

得了! 一直在考虑着有何良策 (

突然! 他的脑子里蹦出这样一个

想法! #如果我找个 ,托儿- 假

扮求职者! 然后当着求职者的面

把 ,托儿 - 痛打一顿 ! 这样的

话! 其他求职者们不就怕了吗*&

马传德与其他几个负责人一

合计 ! 即刻从社会上招了一个

#托儿&! 许以高额回报! 让他假

装被打即可( 在之后的诈骗过程

中! 这一招果然屡试不爽(

一般情况下! 在求职者面试

完之后! 马传德等人就会谎称要

将求职者送到各自应聘的公司

去 ! 而提出免费接送服务 ( 这

时! 就让他们坐上一辆面包车 !

事先安排好的 #托儿& 也混在一

众求职者之间( 途中马传德等人

又故意在偏僻的地方停车 ! 将

#托儿& 单独拉出来! 并提出索

要体检费$ 车费等费用( 然后 !

按照排练好的剧本! #托儿& 假

装不肯付钱! 而马传德等人就当

着求职者的面把 #托儿& 痛打一

顿( 这样的做法! 主要能起到对

其他求职者的威慑作用! 一方面

为下一步的收钱做铺垫! 另一方

面也显示自身实力! 让求职者迫

于淫威而不敢去报案(

马传德等人赚得盆满钵满的

同时! 万万没想到还会有翻船的

一天(

!%&$

年
'

月
'

日! 马传德

等人又在无锡以该种手法骗钱

时! 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

年
$

月
!%

日 ! 经无锡市崇安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 ! 被告人马传

德$ 侯福交$ 王承学等
)

人因犯

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至

十个月(

明知不合法，却以身试法

“黄金梦”碎了
!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彭文芳

已过不惑之年的安徽人张军在浙江义乌经商多年! 近年

来因为他经营的生意不景气!张军一直打算另辟财路(一次偶

然的机会! 他接触到湖南维财大宗贵金属交易所的黄金期货

交易!便觉得自己发财的机会来了(

张军虽然明知湖南维财大宗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未经

国家相关机构批准! 通过非法网络黄金交易平台开展无实物

交割的黄金标准化合约交易!属于非法经营黄金期货业(但此

时张军已沉醉于自己的#黄金梦&无法自拔!早已罔顾法律规

定!打算以身试法(

!%##

年
*

月张军在浦江注册成立了浦江一禾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下称一禾公司"!同年
&"

月份张军与湖南维财大宗

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下称维财交易所"在义乌的市级代理

商签订合同! 这样一禾公司便成为维财交易所在浦江的县级

代理(

为了拓展业务!早日实现#黄金梦&!张军通过朋友介绍以

及在论坛和
++

群进行广告宣传的方式发展客户!仅仅一个

多月的时间!张军便发展了
$*

名客户在网上进行非法黄金期

货交易(客户在交纳一定保证金注册开通账户后!便可运用湖

南维财交易所的平台进行黄金期货交易! 该交易所给客户开

通的有
&

盎司$

!"

盎司$

)"

盎司和
&""

盎司
(

个品种!放大交

易比例分别是
&!)

!

&!!"

!

&!)"

!

&!&""

!交易一手黄金收取的佣金

分别是
!"

元$

&)"

元$

$)"

元和
,""

元! 作为县级代理的一禾

公司获取佣金的
$)-

作为提成(

截至
!%#!

年
#

月初! 湖南维财交易所被立案侦查! 该

交易所网上黄金现货交易停止了! 所有账户的资金都被冻结

了! 此时张军开始惊慌失神! 自己的 #黄金梦& 还刚刚开始

就破灭了(

经查!一禾公司佣金收了
."

多万元!张军违法所得为总

佣金的
$)-

! 但实际上拿到手只有
)

万余元(

!"&(

年
$

月
&*

日!经浙江省浦江县检察院提起公诉!张军犯非法经营罪一审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

万元(

合谋演双簧，山中寻“宝物”

两人都栽了
!

李建华

广西贺州市年近五旬的李通远曾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刑

七年!刑满获释后!不是悔过自新!而是又重操旧业!与同乡赖

汝军两人合谋后!决定以挖宝为名!两人演双簧!对他人实施

诈骗(

!"&$

年
,

月
'

日! 李通远与赖汝军两人来到广西灵川!

他们以购买桂花树为由与当地村民套近乎!并物色行骗对象(

赖汝军向村民郭某称李通远是桂林一家大酒店老板! 得到郭

某信任!并受到热情接待(席间!李通远向郭某谎称其爷爷是

国民党的军官!解放前因战乱逃到他们村的山洞内避难时!在

山洞内埋有#宝物&!这次打算来探宝(

在郭某带领下!他们一同来到了本村的#大川岩&洞!李通

远一路查找!一路拍照!最终确定一个位置!李通远兴奋地说

找到了!立即付给郭某和赖汝军各
&""

元路费(为演得逼真可

信!李通远说!让他把相片发给其爷爷!得到他认可后再来挖(

,

月
&"

日!郭某得到电话通知后!携带工具与赖汝军$李

通远又来到了山上!开挖前还烧了一些香纸跪拜天地(挖了不

久!李通远有意支开郭某!赖汝军趁机将从市场上原先买好的

工艺品当#宝物&埋入地下(郭某果然挖到了#宝物&!让李通远

辨认!李通远大声叫就是这#宝物&了(

李通远说付给他们两人
$

万元辛苦费!让他将#宝物&拿

走(郭某觉得#宝物&很值钱!嫌给得太少!赖汝军也跟着#帮

腔&!最后李通远#答应&每人给
&(

万元!#宝物&由他自己来保

管(李通远又对郭某说!他相信郭某!让他保管才放心!他过几

天再来取!另外多给郭某几万元(现在先支付给赖汝军
&(

万

元!自己银行卡上钱不够!需向郭某暂借
&/)

万元(被发财梦

冲昏头脑的郭某!表示答应借(

郭某怀揣#宝物&坐等发财!谁知几天后!李通远并没有来取

货!郭某顿感不妙!再与李通远电话联系!被他以种种理由搪塞(郭

某报案后!

!%#$

年
,

月
!$

日赖汝军被公安机关抓获!后被法院以

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

刑一年! 并处罚金
#

万元(

!%#$

年
##

月
#.

日!李通远也被公安

机关抓获归案(

!%#(

年
$

月
!#

日!经灵川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李

通远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0)

万元(

咖啡厅1小时，酒托女骗他1.7万
!

本报记者 马菲菲

通讯员 高广明 李 龙

!%&$

年元旦左右! 想干一番

事业的罗状在北京包下一家咖啡

厅...天空岛咖啡厅( 然而直到

$

月! 咖啡厅的生意一直不好(

罗状很着急! 想起自己以前

在酒吧工作的时候! 听说过利用

#酒托& 拉客的事( 罗状于是上

网搜索! 也在网上发帖子找酒托

女! 并留下他的电话(

果然! 不久就有 #托头& 主

动联系他( 罗状和 #托头& 谈好

合作! 约定每笔 #酒托女& 带来

的生意罗状提成消费额的
!)-

!

#托头& 拿走
,)-

( 每个 #托头&

在咖啡厅里都有自己的一个服务

员 ! 这个服务员只负责帮这个

#托头& 结账! 每天晚上! 罗状

都来店里跟 #托头& 分钱(

咖啡店的生意就这样有了起

色( 每个 #托头& 下面都有 #酒

托女&! #酒托女& 带客人到天

空岛咖啡厅消费! 进店后一般先

点果盘 + 小吃 + 咖啡 ! 价格在

$%%

元至
)%%

元之间! 点完之后!

先买单( 在这之后! #酒托女 &

会点一些价格高的东西! 比如红

酒之类的(

案发后罗状交代! 店里所有

的酒类饮品都是低价进货+ 高价

卖出( 如每瓶 #长城干红& 进价

$%

多元! 售价达到
$'%

元/ 进价

为
&%%

元左右的 #罗纳山& 等售

价 在
.'%

元 至
&('%

元 不 等 /

#拉菲传说 & 进价
!'%

元 ! 售价

达到
$''%

元 / #百利甜 & 每瓶

进价
&%%

多元 ! 售价是每小杯

&%%

元( 而水果和干果也是在附

近市场上采购的价格低廉的食

品( 水果基本上是几元一斤! 做

成果盘卖
&'%

元! 干果像开心果

$!

元一斤! 每斤能出
(

盘! 每盘

卖
)%

元(

#酒托女 & 一天最多会带来

$%

多名客人 ! 最少也有
&%

人 (

每单以
)%%

元居多! 也出现过十

几起
)%%%

元左右的单子 ! 上万

元的有
&%

起左右 ! 每天生意金

额在
)

万元至
'

万元! 最差也有

!

万元(

那么! #酒托女& 的客人是

从哪里来的* 据检察官介绍! 酒

托诈骗一般是团伙进行! 首先由

#键盘手& 通过微信或
++

聊天

方式结识被害人! 并以交友为由

将被害人的联系方式套取! 然后

由 #传号& 人员将被害人的手机

传递给 #托头&! #托头& 安排

#酒托女& 电话联系被害人! 以

#交友&+ #一夜情& 等为诱饵!

约至罗状经营的天空岛咖啡厅进

行高额消费(

!%&$

年
$

月
!!

日 ! 被害人

徐先生手机上网时认识了一个女

孩 ! 当天晚上 ! 这个女孩约他

#找地方坐坐&( 见面后! 徐先生

发现她还带着另一个女孩! 她们

带徐先生去的地方正是天空岛咖

啡厅(

#我们刚坐下 ! 一名男服务

员拿着咖啡厅酒水单过来! 她们

接过酒单点了果盘+ 小吃等! 点

的东西一上来服务员拿着
123

机过来冲我说! 你们一共消费了

.'$

元( 我看她俩没动静就掏出

钱包! 刷卡结账( 我们聊了一会

儿! 她们又开始点酒! 一共点了

(

次( 第一次服务员找我刷卡结

账是
#*)$

元 ! 第二次是找我刷

卡
#*)$

元 ! 第三次找我刷卡

$#)!

元! 第四次服务员找我结了

*(#!

元! 具体点了什么酒我不记

得了 ! 只记得最后一次点了香

槟! 她们带我走楼梯上顶层玩喷

香槟酒(& 徐先生说! 当时他碍

于面子! 刷卡时没看消费多少 !

第二天通过银行查询账户明细才

知道! 总共消费
#",

万余元! 而

他们在天空岛咖啡厅总共也就一

个小时! 后来她们说要去吃饭 !

徐先生就和她们分手了(

罗状供述! #托头& 在咖啡

厅有自己的保安! 负责在楼下监

视 #酒托女& 和男客人分手后的

情况( 保安都是男的! 主要还是

起到对男客人的震慑作用! 一般

男客人害怕就不会再闹了(

截至案发! 经查证属实的涉

案金额达
!%

余万元(

经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提起

公诉!

!%#(

年
$

月
!)

日! 这起

近年来北京地区最大的! 包括咖

啡店主+ #托头&+ #酒托&+ 服

务员+ 保安在内共计
#'

名被告

人的 #酒托& 集团诈骗案在东城

区法院公开审理! 法官经合议后

当庭宣判! 主犯罗状因诈骗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 罚金
(%%%

元/ 其他 #托头&+ #酒托女&+

服务员+ 保安等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零六个月至十一个月不

等的刑罚! 并分别被判处罚金(

小区的大门口就有一家门

诊部! 医生原是厂卫生院医生!

后来辞职不干了!在街头开了这

个门诊(小区里的人有个小病小

痛的!大都是来这里看!毕竟医

生熟!有什么事都好商量!比如

欠点医药费什么的!也可以先看

了病再说(

医生已经睡下了!听到敲门

声!仍起来开了门!他给磊磊量

了体温!又拿听筒听了听!又照

了照喉咙!说"#喉咙发炎了(&给

孩子挂了两瓶吊针(

萧河林凌晨三点才背着孩

子回到家!困得不行!连澡也不

想洗了!躺下就睡!一觉醒来已

是次日十点钟! 急匆匆赶去上

班!还是被经理批了一顿(傍晚

回到家!一进门他就问"#磊磊好

点了没有*&

#还是有点烧(&小敏说(

萧河林摸摸磊磊的额头!虽

没有昨晚上那么烫了!但仍是热

的"#再去看呀!你真是(&他背上

磊磊又往门口的门诊部走去(

磊磊在门诊部一连打了四

天吊针!低烧仍不见退!而且嘴

边+手背上还起了泡!不痒不痛!

一抠就破(#为什么会这样*&他

问医生!医生说可能是吊针打多

了!有些药物过敏!给磊磊换了

些药打(

然而两天了! 磊磊嘴边+手

上的泡仍不断地冒出来!医生仔

细端详了好一会! 对萧河林说"

#你还是把孩子送去市人民医院

吧(&

萧河林只得向公司请假!带

着孩子去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

一检查! 磊磊患的是手足口病%

紧急办理住院!医院要求交押金

#

万元 (这个病马虎不得 !就是

交
#%

万也得交! 萧河林从拆迁

补偿费中取出
#

万元交了(

#你们做父母的真是粗心!

孩子得了这个病!你们怎么不早

点送来呢*开得起玩笑的吗*&主

治医生一边给小孩做检查一边

数落萧河林(萧河林无语!他不

是没有早点给孩子治病!是庸医

误人啊(

孩子得了重病! 住了院!需

要大人陪护! 萧河林要上班!这

个担子只有交给小敏(奶奶也为

自己的粗心感到愧疚! 她认定!

如果不是她常带着孩子下楼和

别的小孩玩!也许孩子不会染上

这个病!她执意要和小敏一起陪

护孩子!毕竟小敏也不可能一天

二十四小时都守在病床前(

奶奶陪护了三天后!竟也病

倒了%

奶奶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

了! 而且磊磊也住不起单人病

房!只能挤在有四张病床的集体

病房! 病房里几乎没有空余地

方! 陪护的人只有搬张小凳子!

头靠在床沿歇息( 时已至冬季!

晚上有时在零度左右!奶奶晚上

守夜趴在床边眯了一会儿眼!就

感了风寒(

奶奶舍不得开药!只是回家

熬了些姜汤喝!硬挺着!结果有

一天晚上竟昏过去了!萧河林又

急忙把奶奶送去医院(医生一检

查!心脏跳动微弱!立即送进重

症室抢救(

上有老!下有小!这是形容

中年人的!可二十多岁的萧河林

竟遭遇了中年人的困境(他忙得

晕头转向! 即使向公司请了假!

也忙不过来(更让他揪心的是钱

的问题!那笔拆迁补偿费抓在手

里!就像一把沙子一样!瞬间就

从指间流掉了(

奶奶住了两个星期院!磊磊

则住了一个月才出院(

把病愈的磊磊+奶奶接回家

里!萧河林已经身无分文!再买

房子的事彻底没指望了(

需要花钱的事接踵而来(一

天!拆迁组的人找上门来!要求

萧河林马上搬走"#过几天推土

机就开进来了!到时候把房子推

倒了!你们的东西损坏了概不负

责%&

萧河林赶紧寻找出租房!很

快找到一间一室一厅的! 房租

*%%

元一个月!房主要求一次交

一个季度(这点#小事&就让萧河

林不知所措( 他向公司借钱!但

公司不肯!因为他一个月工资还

没这么多呢(他向朋友借!可是

没几个朋友肯相信他的话(他不

是刚得了拆迁补偿款么!怎么又

借*他得了补偿款怎么会没钱交

房租*该不是赌钱或赌球输掉了

吧!借不得(纵有几个铁哥们相

信他!也都是穷哥们!借不出几

个钱(

萧河林骑车去上班的路上!

在十字路口等绿灯时!有人拍了

他一下肩膀!扭头一看!竟是周

天(

自离开南岛饭店后!他与周

天见面少了!两年来!只有过几

次联系!最近一次估计也是在一

年以前了(

#过了路口!在边上停一下!

跟你说个事(&周天说(

绿灯亮了!萧河林随着人流

过了路口!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停

下摩托车!周天很快跟了上来(

#河林!近来过得好吧!当上

老板了*&

#当什么老板! 你看我骑摩

托车!像老板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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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兴大都市吉都"有两户人家"一户是经商的千

万富豪" 一户是贫穷的祖孙隔代家庭" 他们本互不相

识$一天"富家女儿吴静心在街头与贫家孩子萧河林偶

遇相识"两个内心孤独的人情趣相投"她和萧河林隐秘

来往"不久"吴静心神秘失踪了&&从此"吴静心的母

亲踏上了执着而又辛酸的寻找女儿之路$ 吴静心最终

回家了吗'

考虑要把事业做大做强# 必须得有稳固的根据地# 他决定

在市区哥伦布广场设立一个办公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