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记者调查发现，向“套路贷”借
款的主要是急需用钱又无法从银
行贷到款的一部分人群，或者涉世
不深、对“套路贷”知之甚少的年轻
人。他们大都深信自己能及时将钱
还上，却不知早已陷入“套路贷”团
伙一环一环的圈套中。

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分
局有关办案人员介绍，这类案件办
理有三难，一是“套路贷”公司主要

负责人犯罪故意认定难，他们一般
不会直接参与放贷后的暴力催收、
敲诈勒索等行为；二是敲诈勒索罪
名认定难，“套路贷” 公司有合同在
手，受害人却是口说无凭；三是一些
“套路贷” 公司擅于使用软暴力，非
法拘禁等罪名认定难。

法律人士建议， 司法机关应
对“套路贷”罪名适用、定罪数额、
共同犯罪认定、 跨区域管辖等问

题进行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多地
办案人员认为， 一方面对“套路
贷”要严厉打击，另一方面应在规
范民间借贷行为的同时改进金融
服务， 鼓励正规金融机构开发面
向不同群体的信贷产品， 更好满
足市场需求。 此外， 要广泛宣传
“套路贷”的危害、作案手法，让广
大群众有防范意识， 避免被“套
路”。 （据新华社南京5月24日电）

� � � � 2016年8月初，在杭州做服装
生意的郑女士因急需用钱， 向一
“寄卖行”老板借款3万元，之后不
断“被违约”，一年后郑女士3万元
借款竟“滚”成了800万元。这是杭
州公安机关侦破的一起典型“套
路贷”案例。

所谓“套路贷”，是犯罪嫌疑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违约金、
保证金等各种名目骗取受害人签
订不利于受害人的借款合同，再
以各种方式让受害人违约， 最终
侵吞受害人财产。

近期， 多地公安机关对“套路
贷”展开严厉打击。在浙江，仅杭州

一地，就抓获涉黑“套路贷”涉案人
员300余名；在山西，运城市公安局
一次收网行动就打掉26家涉嫌“套
路贷”的“车贷”“网贷”“信用贷”公
司；在江苏，南京、无锡公安相继披
露系列涉黑“套路贷”案，涉案金额
从数百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

记者调查发现，“套路贷”犯
罪组织化程度高， 大多是公司化
运营； 组织或参与者熟悉相关金
融业务和法律知识， 擅于钻法律
空子；与黑恶势力关联密切，在催
收中常使用暴力或软暴力； 迷惑
性强， 一些受害者进入圈套尚不
自知；资金来源多样，有的来自银

行贷款，有的私下募集，也有一部
分是自有资金。

朗盈律师事务所主任沈玉宇
说：“‘套路贷’虽披着民间借贷的
外衣， 但与正规民间借贷有本质
区别， 是以借款为名行非法占有
受害人财物之实， 实质是一种违
法犯罪行为。”

最近，四部门下发的《关于规
范民间借贷行为 维护经济金融
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规定，
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 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
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
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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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贷”套路深

借款3万元，一年“滚”成8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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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借款3万元，被各种套路，一年后竟“滚”成800万元！最近，各地频频曝出
“套路贷”案件，引发社会关注。

近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四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规范
民间借贷。多地公安机关开始严厉打击“套路贷”，抓获大量涉案人员，涉案金
额从数百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套路贷”为何能屡屡成功“套路”？

扰乱金融和社会秩序 多地严打“套路贷”

� � � � 记者调查发现，“套路贷”的套
路主要有以下几步：

———签订虚高借款合同，制
造虚假银行流水。 合同上写明的
借款数远高于实际借款数， 承诺
只要按期还款， 虚高部分不需要
偿还。在实际操作中，这部分虚高
的费用确实会打到借款人的银行
卡上， 为后期索取债务留下银行
流水凭证。

南京市玄武区公安分局侦破
的一起案件中， 市民林某在一家中
介公司贷款45万元，合同上却写明
贷款90万元。中介公司给林某银行
卡汇款90万元，到账后马上收走45
万元作为“保证金”，并承诺如按期

还息还款，就不用偿还这45万元。各
种套路下，林某最终没能如期还息，
债务由45万元变成90万元。

———“被违约” 控制受害人，借
新还旧层层加码。与正规民间借贷不
同，“套路贷”不喜欢贷款人提前或按
时还贷，借贷公司会通过各种手段让
贷款人无法按时还贷。“被违约” 后，
各种套路就会启用，如收取高额违约
金、拖车费、误工费等，其中最主要的
方式是让贷款人向关联公司借新债
还旧债，不断推高贷款额度。

2016年10月，王某为朋友担保
贷款2万元，签合同时虚增至4万元。
后朋友突然失联，“被违约”后，王某
只得向另一家借贷公司借款4万元，

这次合同借款又虚高至6万元。不久
后又再次“被违约”，如此循环往复，
最终债务从4万元“滚”到140万元。

———软硬兼施索要债务，借
助诉讼侵占财产。 在催讨债务过
程中，“套路贷” 公司常会采取暴
力或软暴力手段， 有的甚至会以
之前制造的假合同、假流水，通过
诉讼、 财产保全等司法手段侵占
受害人财产。

在山西运城公安破获的微贷
网公司一案中，6名受害人均被以违
约之名强扣车辆。 在杭州公安查获
的一些案件中，一些“套路贷”公司
还成立所谓的“法务组”，专门负责
暴力催收。

借新还旧层层加码 软硬兼施索要债务

受害者举证难维权难 应规范民间借贷

“滚”成巨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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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微信偶遇热心“股神”，原以为可以一夜暴富，结果百万血
汗钱5天化为乌有，沈阳市民王大爷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大悲。

近日，沈阳市公安局捣毁一个利用虚假期货交易平台实施
网络诈骗的犯罪团伙。1.2亿元的巨额诈骗资金警示 “王大爷”
们：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

微信群结识“只赚不赔”的热心“股神”

� � � �沈阳的王大爷退休后一直想
投资股市。2017年秋天，一位自称
“投资专员”的人加了王大爷微信
好友， 每天热心地和他讨论股票
投资。 渐渐地， 王大爷相信了其
“没有专家做指导，散户赔钱理所
当然”的言论，并毫不犹豫地进入
了“投资专员”推荐的投资群。

在这个群，王大爷认识了一
位威望极高的“指导老师”李成。

在王大爷看来，李成对于证
券市场很有研究，他在群中晒出
的几个账户也让王大爷心里有
底了，“他每一个账户里都有好
几千万元的资金可供操作，一天

赚三四十万元跟玩儿一样。”
王大爷觉得， 李成不仅投资

业务能力强，还很有人格魅力。据
李成在群中说， 自己在投资的同
时还热心慈善， 资本市场上赚取
的高额回报有一部分都捐给了慈
善事业。 在群里他还表示希望能
够帮助、指导大家投资，实现本金
快速翻倍，和自己一样去“感受做
慈善时的那份幸福”。

看到群友动辄每天几万元、数
十万元的收益，王大爷再也坐不住
了。他在港股指数投资平台开户并
注入资金50万元，坚信自己的钱会
像李成说的那样翻三倍。

投资143万元5天亏尽 牵出1.2亿元网络诈骗案

� � � � 让王大爷没想到的是，尽
管每一步都按照李成的指示操
作，但不到一天时间，开户时注
入的50万元就亏空殆尽了。

“你这次赔钱主要是投的
太少了， 关键时候没钱补仓造
成的。” 出于对李成的信任，王
大爷又分两次注资共93万元，
几乎掏出了全部家底。 不到5
天，后续投入的资金也赔光了。

王大爷这才警觉起来，向
银行核实自己的转账记录才发
现，资金并未转入平台，转账被

对方做了手脚，钱款已经消失得
无影无踪。王大爷意识到自己遭
遇了诈骗， 今年2月3日到沈阳
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报了案。

沈阳市公安局经分析研究认
为， 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虚假交
易平台实施网络诈骗的案件。经
缜密侦查，4月27日， 专案组分赴
江西省景德镇市、 广东省深圳市
和珠海市、 湖南省益阳市等地展
开抓捕。截至5月9日，专案组先后
将包括李成在内的26名犯罪嫌疑
人抓捕归案，涉案金额近1.2亿元。

利用虚拟投资平台诈骗 警惕高收益投资骗局

� � � � 沈阳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案
件大队大队长张宏大介绍，犯罪
团伙首先通过“托儿”在微信群
中制造“只赚不赔”的假象，烘托
“指导老师”的“神操作”，利用投
资人急功近利的心理取得信任。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团队里每个
人有20多个微信账号， 每天都
在各个微信群中探讨股票交易，
追捧“指导老师”，“每个投资群
中只有被诱骗的投资者是真实
的，其他人都是演戏的‘托儿’。”

取得信任之后，就诱骗投资
人在其设立的期货投资平台上
投资。犯罪团伙在网上租用支付
通道，投资人以为资金注入到投

资平台，实际上支付通道直接将
资金转到了该团伙账户中。

在投资者投入资金后， 犯罪
团伙将账户操作爆仓。“他们会诱
骗投资者进行反向操作，比如在股
票下跌时继续买进，直到账户资金
被炒成零后，游戏就结束了。”骗子
的高明之处在于， 投资者亏空后，
会认为是正常亏损，不会想到是投
资公司用虚拟平台在演戏。

办案民警提醒，投资者选择
投资渠道时，应选择正规的投资
平台， 不要有一夜暴富的幻想，
高回报、高收益都是骗子常用的
诈骗噱头。

（据新华社沈阳5月2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