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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泰山创业峰会明天举行

22000000万万创创投投资资金金等等您您来来拿拿
注册空壳公司

骗300万被批捕

本报青岛11月29日讯（记者
周衍鹏） 无资金和资产，却采用虚
假出资的方式成立空壳公司，与他
人签订协议，骗取他人300万元货
款。日前，青岛城阳区检察院依法以
涉嫌合同诈骗罪对王某批准逮捕。

王某曾是一家私营企业的老
板，事业辉煌时也曾拥有超过数百
万元的家产，然而好景不长，后期因
盲目扩大生产规模，企业资金链出
现脱节，尽管王某不惜高息借了100

多万元，但最终也没能避免企业破
产倒闭。眼看着还款期限一天天临
近，却没有资产可供偿还，王某决定
铤而走险。

今年5月29日，王某在辽宁省铁
岭市清河区工商局注册成立了一肉
禽加工有限公司，虽然登记的注册
资本为600万元，但实际上这只是一
家空壳企业，尚未缴纳注册资本。此
外，公司既没有加工车间、生产场地，
也没有能力生产，只能从别的公司进
货。对于王某而言，此时成立公司只
是为了制造公司有实力的假象，方
便他同其他企业签订合同，从而短
时间内获得能让其翻身的本钱。

为获取对方企业的信任，王某
在与青岛某大型食品有限公司的采
购部经理取得联系后，很短时间内
便通过传真签订了两份销售冷冻鸡
爪产品的小额购销合同。收到货款
后，王某便拿着钱找到当地另一家
肉食品公司进了货，而后又以自己
公司的名义将买来的冷冻鸡爪产品
发到了青岛某大型食品有限公司。

合同顺利履行完毕后，王某紧
接着又于今年7月16日与该大型食
品有限公司签订了58吨价值106 . 14

万元的合同，后又口头约定193 . 86

万元合同，货款合计为300万元。双
方约定款到发货，7月24日，该大型
食品有限公司向王某的肉禽加工有
限公司支付300万元货款，结果左等
右等不见对方发货，经调查发现，货
款汇入王某公司账户没几天，就被
王某全部转账到其个人账户上并提
取现金。至此，该大型食品有限公司
才意识到上当受骗了，于是报了警，
警方第一时间将王某的个人及公司
银行账户冻结。最终，180万元在王
某准备投入股市前被追回，而另外
的120万元被王某用于买车、偿还高
利贷等。

违法打野鸭

夫妻被刑拘

本报威海11月29日讯（记者
朱洪蕾 通讯员 董强） 近日，荣
成市森林公安局破获一起非法捕猎
野生动物案，抓获涉嫌非法捕猎野
鸭的一对夫妻。

荣成市生态环境优美，鱼类资
源丰富，吸引了大量的鸟类前来繁
衍生息，保护它们是每个市民应尽
的责任，可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利欲
熏心，非法捕猎野生鸟类。根据群众
举报的线索，荣成市森林公安局发
现在八河水库的水面上有人非法猎
捕野鸭等鸟类，立即安排人员进行
蹲守瞭望，并确定行动方案。11月23

日上午，荣成市森林公安局出动多
名干警和森林管护中队人员共16人
次，到水库边抓捕盗猎者。10点34

分，将非法捕猎的一对夫妻抓获，现
场共缴获野鸭39只，还有小船、鸟笼
等作案工具。

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是安徽
省南陵县的农民，一个月前到荣成
八河水库猎捕野鸭，一共下了6张网

（3米×6米），网放在水里，经过驯养
的野鸭拴在网边，把水库里的野鸭
引过来后，收网网住野鸭，然后下水
去把野鸭抓上来放在笼子里，捕猎
一定数量后卖给安徽本地的鸭商。

电电话话播播放放录录音音，，冒冒充充法法官官警警察察骗骗钱钱
仨“高智商”骗子实施远程诈骗被判刑

本报泰安11月29日讯（记
者 赵兴超 通讯员 贾丰元

石兆慧） 近日，泰山区法院
审结首起冒充法院、公安机关、
银行工作人员进行电信诈骗的
案件，三名外地籍贯被告人分
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被告人从网上学到诈骗“经
验”，利用“法院传票”手段诈骗
老年人。

11月23日，三名冒充泰安
法院、公安局、银行工作人员的
诈骗人员，被一锅端掉。今年3
月3日，泰安70多岁的林先生的
手机响了，显示为一个本地固
定电话来电。接起电话，一个自
称是泰安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
员的女子告诉林先生，他在工
商银行办理了一张15万元的信
用卡，透支后一直没还钱，银行
将他起诉到法院明天开庭，让
林先生下午5点前去法院拿传
票。

林先生一听慌了神，连忙
解释说没这回事。女子建议林
先生向公安局经侦部门报警，
并提供了一个本地固话号码。
林 先 生 急 忙 拨 打 该 电 话“ 报
警”。一男子接听电话后说需要
查明林先生平时是不是用这个
信用卡取钱，让林先生带着自己
的常用卡去附近工商银行的自动
取款机转账。其间，男子问林先生
卡上一共多少钱，林先生如实相
告，随后在男子的指挥下，将1 . 8
万余元转入户名为“王勇”的指
定账户中。男子还警告林先生，
这个卡三天内不能使用，并注
意保密。随后，林先生感觉上了
当，遂拨打110报警。

两个小时后，泰安的张先
生也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根据
自称是“泰安市公安局经济管
理科李勇”的男子的指令，张先
生在银行的ATM机分三次转了
2万元到“王勇”的账户，随后发
现受骗报警。

因作案使用的电话号码、
手法一致，犯罪嫌疑人均冒充
泰安公安、法院等部门工作人
员，接到报案后，警方将此案立
为“泰山区系列电信诈骗案”侦
查。经查发现，名为“王勇”的两
个账户均在苏州开户，钱在福
建省晋江市和泉州市的ATM机
上分别被取走。最终警方在泉

州市某小区将专门负责取钱的
叶某添、叶某婷抓获，并查获作
案用银行卡一百余张。根据两
人供述，警方顺藤摸瓜，将其上
线许某龙抓获。

经调查，许某龙从同村人
那里学到电信诈骗的基本方
法，后与邻村的许某贵（另案处
理）一拍即合，从网上仔细学习
研究了诈骗流程，配备了专门
的作案手机和手机卡，网购了
附带手机号码的居民个人信
息。两人每天到村子附近山上
的开阔地带“开工”，先是通过
不法网站将作案手机号改为所
拨打电话城市的本地固话，待
诈骗电话打通后，播放以法院、
银行工作人员身份警告被害人
领取传票或银行卡超额透支的
录音，并告诉被害人一个当地
小灵通号码作为报警电话。此
号码被他们通过网上呼叫转移
服务，转入他们作案的手机号
码上，这样被害人拨打看似本
地的号码，实则仍是他们在接
听。

负责扮演银行或法院工作
人员的，行话为“一线”，负责扮
演警察的为“二线”，由许某龙、
许某贵二人分别扮演。诈骗成
功后，他们迅速联系专门负责
取钱的人。取钱后，叶某添、叶
某婷将自己的费用扣除后，将
剩余的钱转入许某龙指定账户
中。自2015年1月至4月，几人分
工合作，经查明的诈骗案件有5
起。审理过程中，许某龙、叶某
婷主动退赔被害人部分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许
某龙、叶某添、叶某婷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编造虚假事实，骗取
被害人的信任，诈骗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
骗罪。被告人通过拨打电话发
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大多数
人实施诈骗，依法酌情从严惩
处。三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
述其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且
能积极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
失，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以诈
骗罪，判处被告人许某龙有期
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六千元；
判处被告人叶某添有期徒刑十
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判处被
告人叶某婷有期徒刑七个月零
二十天，并处罚金三千元。

本报济南11月29日讯（记
者 刘相华） 12月1日上午9
点，由中国就业促进会、山东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指
导，山东省就业促进会、齐鲁
晚报主办，山东省劳动就业办
公室、山东日新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承办的“中国泰山创业峰
会”将举行，地点在济南大众
传媒大厦4楼学术报告厅。届
时2000万元创投资金花落谁
家也将同时揭晓。

本次峰会会期1天，分为
主题演讲、专题讨论、项目路
演三个阶段。在上午的主题
演讲中，中国就业促进会执
行 副 会 长 陈 宇 教 授 将 围 绕

“面对未来新发展打造双创
新引擎”作主题报告，北京大

学教授赵占波将对“互联网+
营销模式创新”进行深入解
读，峰会还邀请了阿里研究
院高级专家崔瀚文剖析“互
联网平台促进创新创业之契
机与实践”。

在下午的专题讨论中，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
厅长夏鲁青将为大家带来主
题演讲“准确把握新理念
促进创业转型升级”。中关村
创新研修学院副院长张国庆
将围绕“互联网时代的双创
模式”作主题演讲。第三位专
题讨论嘉宾是浙商创投创始
成员、基金合伙人杨志龙，他
将带来以“创业、创新、创投”
为主题的专题报告。此外，主
讲嘉宾还将与台下广大创客

互动。
经过前期充分准备和严

格筛选，山东自在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菏泽远浩广告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和青岛奈琦尔生
物科技公司这3家企业获得了
路演资格。峰会邀请了前海勤
智国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
裁汤大杰、浙商创投合伙人杨
志龙、华创证券总经理助理华
中炜、山东开来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峰、深创投山东区投
资总监李帅帅、问股科技有限
公司创始人彭亮等6位全国知
名投资机构的大佬进行点评。
此外他们还携带重金（至少
2000万元）来投资青睐的创客
项目。

什么样的领域值得投资？

什么样的领域有发展潜力？什
么样的领域短期内就可以看
到投资收益？本届峰会上6位
投资大佬的精彩点评，以及传
递出的诸多信息，也是广大创
客最为关注的内容。同时，
2000万元的创投资金花落谁
家也将揭开谜底。

峰会将开放100个参会席
位，对全省优秀的创客和投资
人免费开放。观众报名有三种
方 式 ：第 一 ，拨 打 0 5 3 1 -
85193838报名；第二，通过微
信公众号搜索“创客齐鲁”，在

“活动”频道“泰山创业峰会”
一栏进行线上报名；第三，加
入齐鲁晚报创客团QQ群（群
号：365214320），@群管理员
韩笑报名。

电信诈骗是指犯罪分子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方式，编造虚假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
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给犯罪分子打款或转账的犯罪行为。2009年以来，电信诈骗案件持续高发，手段翻
新。在此提醒市民提高警惕，严防个人信息泄露；公安、法院等部门在办案中确需冻结当事人银行账户的，
会通过金融机构直接进行，而不会让当事人将存款汇到所谓的指定账户为公民转款保存。遇到真实度辨
别不清的电话，市民应通过拨打本地114查询公安机关、银行客服电话核实情况或直接拨打110报警电话。

○法官提醒

谨防非接触式诈骗

骗子作案过程示意图

负责扮演警察的
骗子为“二线”，忽
悠市民去ATM机
转账

骗子网购附带手机号码
的居民个人信息

通过不法网站将作
案手机号改为所拨
打电话城市的本地
固话

诈骗电话打通后，播
放以法院、银行工作
人员身份警告被害人
领取传票或银行卡超
额透支的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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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被害人一个
当地小灵通号码
作为报警电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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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灵通号码通过
网上呼叫转移服
务被转入作案的
手机号码上

负责扮演银行或法
院工作人员的骗子
接听电话，目的为忽
悠市民“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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