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港警方端掉一20余人传销团伙

一一贵贵州州男男子子骗骗44名名亲亲戚戚入入““鼠鼠窝窝””
文/片 本报记者 徐艳

1月14日，东港经侦大队和石臼边防派出所的民警合力在石臼一出租屋内端掉了一20余人的传销团伙。
用捡来的烂白菜腌制成的咸菜，是这个传销团伙每天三餐唯一的主菜，但他们却从不在乎，因为他们的“领导”

说，只有吃得了苦，才能成就“发财梦”。怀着这个“发财梦”，他们骗来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每人花数千元的费用购购买着
并不存在的“产品”。

本报 1月 1 4日讯 (见习记
者 隋忠伟 ) 1月13日晚7点
多，市民申先生拨打本报热线
反映，他和妻子韩女士在石臼
利群逛超市，买完东西付完帐
出安检门时，报警器突然响
了，他们被保安当做小偷，被
拦了下来，但他们自称并未偷
东西。

记者赶到现场时，韩女士
和保安刚刚弄明白，导致安检
门报警的是韩女士之前在利群
超市购买的一只唇彩。售货经
理证实，这款唇彩确实出自该
超市，不过已经下架。

韩女士介绍，当天是她和
丈夫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晚
上7点多，两人吃完晚饭后，便
来利群买点东西。在买完东西
结账走安检门时，报警器突然
响了。“保安一下子过来，说我
是小偷，还要抢包。”韩女士说。

为证清白，韩女士只好将
包交给保安，让其检查包内的
物品。保安把韩女士包内的物
品一件件过安检门后，最终确
定是一只唇彩导致报警器报
警。

韩女士告诉记者，两个月
前，她在此超市购买了一套唇
彩套装，套装里一款赠送的唇
彩上，贴有超市赠品所用的软
磁。但保安当时要求韩女士出
示购买唇彩的购物小票，“保
安身上有酒气，态度挺强硬，
说如果我拿不出来小票，我就
是小偷，让我买单。”韩女士
说。

韩女士介绍，此时周围已
经围了很多人，“唇彩是两个
月前购买的，我怎么可能还留
着小票？”韩女士说。最后超市
的售货经理证实，超市里之前
确实卖过这款唇彩，不过现在

已经下架，间接证实了韩女士
的清白。而之前之所以没响警
报，可能是当时过安检时，唇
彩正好不在扫描的范围内。

“我们家和单位都在这附
近，刚才还碰到好几个熟人，你
让他们怎么看我们？”申先生也

挺气愤，想要个说法。
最终，日照利群相关负责

人向韩女士夫妇表达了歉意。
昭阳路派出所工作人员

说，保安无权搜查顾客，遇到此
类事情，最好先报警，等民警到
达之后再进行处理。

民警接群众举报

摸清传销团伙作息规律

1 月 14 日上午 7 点，东港
经侦大队和石臼边防派出所的
民警来到了位于石臼一小区
内。据群众举报，在这个小区的
一个出租房内，藏匿着一伙传
销人员。民警经过前期侦查，已
经摸清了传销窝点的具体房间
和活动规律。

“为了躲避检查，这伙传销
人员每天都是在上午 7 点开始
上课，到上午 8 点 30 分结束。
我们这次就趁着他们开始上课

的时间将这伙人端掉。”负责抓
捕的东港经侦大队民警告诉记
者。

根据前期的安排，记者跟
随着抓捕人员走进一栋居民
楼。很快，记者和抓捕人员就
来到了传销人员所在的6楼东
户门口。在门外，记者听到里
面有说话声音。抓捕民警敲
门，但不管怎么敲，里面就是
不开门。无奈，民警最后只能
破门进入。

连续两次突击

抓捕传销人员 20 人

进入屋内后，记者看到，10

余名传销人员正围坐在一间房
屋内“上课”。面对民警的突然
闯入，这些人员却表现得很“淡
定”。

记者看到，这间 70 平米左
右的房子内充斥着一股难闻的
气味，在房间北侧厨房的地上
堆积了一些已经有些腐烂的白
菜叶子，厨房台子上还有两盆
已经洗好的白菜，而在旁边则
有一大缸正在腌制的白菜。一
名传销人员告诉记者，这些白
菜叶都是这些人从菜市场捡来
的，腌制成咸菜后就成了他们

每天唯一的主菜。而在房间的
阳台上晾制的一点猪肉，则是
他们打算在春节时开荤吃的。

这次突击抓捕，民警带走
了房间内的1 0余人。据了解，
他们来自贵州、黑龙江等地。

“这些人并不是全部的传销人
员，肯定还有人来这里上课。”
东港经侦民警说，为了彻底将
这个团伙端掉，当天中午 1 2

点，民警又对该出租屋进行突
击抓捕，又抓获了6名传销人
员。

至此，民警共抓获传销人
员 20 余名。

2900 元买一套产品

却从没见过真实样子

这伙传销人员大部分都
比较年轻，面对民警的询问，
他们的回答都是“我是刚来
的，对所有的事情都尚不清
楚，也没有交任何钱”。不过
民警在出租房里搜到的一本

“记事本”，本上已经将他们
每个人的“业绩”记录得清清
楚楚。

“谁拉谁入伙，买了几套
产品，这个本子都记得很清

楚。”民警指着其中一名传销
人员告诉记者，“这个贵州小
伙子首先拉来了自己的老婆
入伙，而后他的亲外甥，两个
小舅子也全在他的忽悠下从
贵州千里迢迢来到了日照。”

而“入伙”并不是免费的，
想要入伙必须买至少一套产
品，每套产品 2900 元。但这些
人交了钱后，却从没见过真实
的产品模样。

头目遭刑拘

其他传销人员将被遣返

民警告诉记者，这个传销
窝点为了更好地控制团伙成
员，他们把“学习地点”都选择
在离成员家至少 300 公里以外
的地方，用团伙头目的话说就
是“路远好控制”。

据了解，团伙成员会以做
代理、找工作等优厚的条件骗
受害人来到窝点，将人控制起
来后再对其进行“洗脑”，然后
让其再发展下线。在这个窝点
里，等级分明，发展 3-9 人的为
D 级会员，10-64 人为 C 级会
员，65-392 人为 B 级会员，发
展 393 人以上的则为 A 级会

员。
民警介绍，在这次突击查

处过程中刑拘的嫌疑人应某，
就是该团伙的 A 级会员，做到
这个级别后，他就可以不跟其
他人住在一起，每个月只“吃”
下线的提成。而他的例子也成
了其他团伙成员的榜样，其他
人为了能做到像他一样，更加
卖力地骗人入伙。

民警告诉记者，这个团伙
的其他传销人员在一定意义上
也是受害者，除传销头目应某
被刑拘外，其他人员将进行逐
一遣返。

一女子两月前买的唇彩没消磁留隐患

再再逛逛超超市市过过安安检检，，报报警警器器响响了了

拒入传销组织

一男子被掐致死

头条链接

本报 1 月 14 日讯(记者 王
裕奎 通讯员 梁作升) 一河南
籍男子在被传销人员骗至日照
后，因拒绝加入传销组织，被多人
殴打，最后被掐致死。

2012年9月，在日照从事传销
的李某等人，通过朋友将在杭州
打工的河南人僧某骗到日照正阳
路一小区出租房内。因僧某拒不
加入李某所在的传销组织，该传
销组织的头目等人决定安排他人
教训僧某。

其中一名被告人张某将该决
定告知曲某，并嘱咐曲某控制好
僧某。2012年9月21日9点，被告人李
某、王某、张某、刘某在被告人曲
某租住处对僧某拳打脚踢，造成
僧某舌骨骨折、右侧第10肋骨骨
折，左侧第8、10肋骨骨折，头顶部
皮下出血等，他们还掐僧某颈部，
致其窒息死亡。

案发后，几名被告人被抓获
归案。2013年7月19日，日照市人民
检察院以几名被告人构成故意伤
害罪为由，向日照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日照市中级人民法
院向日照市法律援助中心发出指
定辩护通知，指定有法律援助义
务的律师为曲某辩护。

1 月 3 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判决，依法判处刘某有期
徒刑十四年；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十四年；判处李某有有期徒刑十
三年；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四年零
六个月；判处曲某有期徒刑三年。

海事海警签署

联合执法协议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赵发
宁 通讯员 梁远林 ) 13日下
午，日照海事局、山东海警二支队
第二大队在“中国海警37101”舰艇
上签订了水上执法合作共建协
议。双方就开展联合执法和执法
协助，强化搜救合作、交流学习，
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达成共
识。

据介绍，协议签署后，双方将
开展海上巡航检查、清理违法养
殖及打击非法砂石运输船、“三
无”船舶、无证驾驶、交通肇事逃
逸等联合执法行动，共同打击海
上违法犯罪行为，开展海上搜救
应急合作，实现搜救应急资源共
享，协作执行海上搜救任务。双方
还将围绕海事行政管理、刑事司
法管理等开展业务研讨培训等。

组织 30 余人开展

专业技能培训
本报 1 月 14 日讯(通讯员

董斌) 1 月 10 日，日照经济技术
开发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联合日
照市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工程专业
技术人员培训。当日，30 余名职
工参加了培训。

近年来，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注重打造“ 37°呵护”特色市政服
务文化品牌，为配合单位改革创
新、跨越发展，不断组织开展学习
活动。本次为工程专业学习活动。
学员利用周末进行学习，共计
180 课时，内容包括市政工程施
工技术、园林绿化工程基础知识、
市政工程定额编制与应用、园林
绿化工程定额计价与清单计价等
课程。

韩女士购买的唇彩已下架。 本报见习记者 隋忠伟 摄

大白菜叶子都是传销人员捡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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