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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戴亮

5月24日， 株洲县检察院对公安部督
办的“3·15”维卡币特大网络传销案第三
批次的最后4名涉案嫌疑人提起公诉，该
案历时两年， 株洲县检察院共审查起诉
106人，提起公诉98人，涉案金额约150亿
元人民币。

谎称数字货币， 奖励参与者
交会费拉人头

2016年3月,株洲醴陵市公安局接群众
举报称：王某自2015年初以来，以醴陵市某
宾馆为据点，以所谓的网络虚拟货币“维卡
币”为道具，以高额回报、快速致富为诱饵，
进行网络传销诈骗。 株洲醴陵公安局在办
理案件中发现王某系某一组织的中层头
目，其发展下线400余人，涉及金额400余
万元。2016年7月， 该案由公安部督办完成
后，交由株洲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据办案检察官陈小玲介绍，此案中的
“维卡币” 组织系境外向中国境内推广所
谓虚拟货币的组织，所建立的传销网站及
营销模式由外籍人士鲁某组织建立，服务
器设立在丹麦的哥本哈根， 以逃避追责。
该组织对外宣称“维卡币”是继“比特币”
之后的第二代加密电子货币，欺骗性宣扬

“维卡币”具有巨大的升值空间，诱惑他人
投入巨额资金到其设立的网站。 要成为

“维卡币”组织会员，必须在老会员的推荐
下，缴纳不同级别的“门槛费”获得相应级

别的维卡币激活码， 会员注册后不能退
会，不能退款。

该组织还以返利抽取提成的方式激
励成员发展下线，吸收资金。每个层级往
下发展一个用户最低可提取10%的收益，
级别越高，提成越高，但是只能以数字货
币激活码的方式获取收益。这样资金不断
流入该组织的账户，货币激活码也不断增
加。

层级有140多个， 涉案金额
150亿元左右

经查明，该案所涉“维卡币”网络传销
组织及营销模式是由德国籍总头目鲁某组
织建立。 该案为涉及巨额资金外流的新型
网络传销案件，涉及全国20多个省（市）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境外国家。

公安部经侦局查明 :全球“维卡币”激
活码总数达480万个 , 这些激活码下面注
册的账户注入资金约 158.59亿欧元 ；其
中，中国境内激活码总数142万个 ,被骗者
投入资金约19亿欧元 （约150亿元人民
币）。该组织最高层鲁某到倪某某(香港人,
在逃) 至本案嫌疑人王某层级达79层，到
最底层， 总共有140余层。 通过对涉案资
金的动态追踪、分析 ,调查嫌疑账户2万余
个 ,分析账户数据2000余万条 ,挽回涉案
资金共计近17亿元。

2017年12月5日， 株洲市中级法院对
首批35名被告作出二审判决，段某、李某
因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4年有期

徒刑， 其余33名被告人均获4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被适用缓期，并处1万元至500万元
人民币不等的罚金， 依法没收涉案资金
13.68亿元。此前，2017年11月，第二批次
59名被告被提起公诉，追缴违法所得超过
3亿元人民币。

数字货币靠算法生产， 传销
货币靠拉人头获利

承办检察官陈小玲介绍， 目前我国尚
未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更无推广团队。这类
传销分子的基本套路是早期为吸引投资人
投资，会将货币价格炒得很高，然后就集中
抛售，价格一落千丈，投资者血本无归。更
甚者到返钱时， 平台直接关闭， 组织者失
联，然后到其他地方包装新的概念，按照相
似的骗法，继续行骗。

比特币等数字虚拟货币不依靠特定
货币机构发行，它依据特定算法，通过大
量的加密计算产生，是去中心化的发行方
式，没有特定发行主体。而传销货币则主
要由某个机构发行，并且采用拉人头的方
式推广和获利。相比其他传销，数字货币
传销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有实在的产
品———数字货币， 而且被包装得很高级；
二是参加者可以获得拉人头奖励，奖品是
数字货币本身；三是数字货币会随着参与
骗局的人增加而升值，参与者可获得数字
货币的数量也会增长，包括最底层参与者
也会获利，但一旦进入贬值期，底层参与
者将血本无归。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龚娟

面对民警，毒贩竟从4米多高的二楼往下
跳。千钧一发之际，民警不顾个人安危，紧紧将
悬在空中的毒贩抓住，制止了危险的发生。5月
25日，在保靖县迁陵镇，民警在捣毁一个贩毒
团伙时，上演了惊险一幕。

寻找毒贩多时，未料路边偶遇

5月中旬，保靖县公安禁毒大队在办理贾
某吸毒案时，对毒品的来源进行追踪，线索指
向一名贩毒嫌疑人“向老六”。禁毒大队立即组
织民警展开侦查，全力追缉。

经过近一周的侦查，办案民警查实了向老
六的真实身份———向某鹏，保靖县迁陵镇人。
5月25日15时许，办案民警获悉，向某鹏在迁
陵镇翰林华府一带出没。

获此线索后，保靖公安立即启动合成作战
机制，抽调禁毒大队、刑侦大队精干警力，前往
翰林华府附近开展侦查工作，得知向某鹏在附
近租有民房。

就在清查过程中， 禁毒大队教导员侯亮突
然发现路边一过路男子， 其长相与向某鹏的户
籍照极为相似。当侯亮打算上前进行盘问时，该
男子发现情况不妙，立即转身撒腿就跑。

敏感的侯亮迅速追了上去。在狂追几十米
后，侯亮纵身扑向逃跑男子，由于用力过猛，两
人同时倒地。侯亮只感觉右手一阵麻木，手指

无法动弹，他忍痛死死地控制住该男子，直到
其他民警赶来增援。

经查实，该男子正是民警们寻找多时的向
某鹏。

纵身跳下二楼，却被民警拉回

在向某鹏的出租房内，民警发现了大量吸
毒工具。当搜查到厕所时，却发现厕所门从里
面被反锁。民警谭涛一边敲门一边叫厕所里的
人开门，在持续几分钟后，民警合力将门撞开，
发现了一名蜷缩角落的男子。

经过盘问，该男子叫杨某，刚刚吸食完毒
品。 民警将杨某带回公安机关开展进一步调
查。途经一座楼梯时，杨某强力挣脱民警的束
缚，跳下水泥护栏。

就在此时，民警张超、彭瑜、谭涛眼疾手
快，迅速探出身抓住身悬半空的杨某。拉着杨
某的民警们，也是半个身子悬在空中。稍有不
慎，就可能被杨某拉下去。

经审讯，向某鹏和杨某对其贩毒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同时交代了团伙成员刘某文、龙
某、方某。民警顺藤摸瓜，顺利将其他3名贩毒
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同时抓获陈某、黄某龙、
向某、贾某磊等4名吸毒人员。

侯亮终于腾出时间来，前往医院检查。好在
手指只是脱臼，在医生治疗下，很快得以恢复。

目前， 犯罪嫌疑人向某鹏与杨某已被保靖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中。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于振宇）
5月28日至29日， 省青联开展“青春建功
新时代 助力建设新湖南” 走进永州活
动，组织省青联委员走进校园开展十九大
精神宣讲、走进贫困村开展精准扶贫与结
对帮扶、走进工业园区开展项目对接和建
言献策活动。

二十多名省青联委员来到永州市新

田县， 深入骥村镇肥溪源村开展结对帮
扶工作。 肥溪源村是团省委定点帮扶的
贫困村， 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62户290
人， 经过近几年的精准帮扶， 目前仍有
20户101人未脱贫。当天，委员们带着慰
问物资到结对贫困户家中进行走访慰
问，深入了解居住条件、饮水安全、吃住
保障情况和当前困难等， 传递党和政府

的关怀。走访慰问后，省青联组织召开座
谈会，驻村工作队、村干部和村民代表作
了情况介绍， 委员们认真讨论和分析村
里的实际情况， 为帮助贫困户如期脱贫
献计献策。

在湖南科技学院，省青联委员以“我
所亲历的十九大”“坚持梦想、 勇于创业”
等主题， 结合自身的成长和工作经历，从
不同的角度向科技学院的师生们宣讲十
九大精神， 鼓励学生们自立自信自强，心
怀梦想敢于担当，并在湖南科技学院成立
欧微助学基金并当场捐赠10万元用于爱
心助学。

法治故事

揭秘传销式数字货币骗局
利用“维卡币”诈骗150亿元，98名嫌犯被公诉

保靖民警在捣毁一个贩毒团伙时，上演惊险一幕———
民警半悬身体，将跳楼毒贩紧紧抓住

“青春建功新时代 助力建设新湖南”
省青联委员走进永州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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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中午，受强降雨影响，辰溪县桥头溪乡同落山村发生山体塌方，大树横倒，交通中
断。该乡及时组织12名党员干部清理塌方泥石，清除横倒大树。14时20分左右，受阻道路恢复通
畅。 毛文建 曾蓉 摄影报道

道路中断 紧急抢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