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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案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天桥区自然资源局
组织全体党员干部

集中观看廉政教育片
中秋佳节将至，为强化党员

干部廉洁过节意识，营造崇廉尚
俭的节日氛围，9月10日，济南市
天桥区自然资源局组织全体党员
干部集中观看《围猎行贿者说》廉
政教育片。会议强调，全体党员干
部要从反面案例中汲取教训、引
以为戒，坚守清廉自律、以俭修
身，将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
做深、做实、做细，把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和反“四风”牢记于心、强
化于行，紧绷“廉洁弦”，过一个廉
洁祥和的节日。

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案为
鉴，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
性，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坚决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自觉接受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
正的节日氛围。

客户部：85196192 85196239
专刊策划中心：85193072
汽车事业中心：85196533
房产事业中心：85196379
健康民政新闻事业部：85193749
教育新闻事业部：85196867
财经新闻事业中心：85196145
产经新闻事业中心：85196807
风尚齐鲁全媒体中心：85196380
文旅全媒体中心：85196613
地方事业部：85196188
招聘、分类广告部：85196199
视频中心：82625465
互联网与科技事业部：85196382
大数据运营中心：85193193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服务电话

公 告
为加快推进绿色生态城市建设，

营造良好宜居环境，现就腊山山体范
围内坟墓开展治理，公告如下：
一、治理范围、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治理范围：

腊山山体大致为东西走向，山脊
北侧范围内。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白马山一居联系人：陈敏
联系电话：16652026503
槐荫街居联系人：孟宪清
联系电话：13853120552
朱家庄社区联系人：朱风春
联系电话：13698631195
尹家堂社区联系人：王振奎
联系电话：13854101085
东红庙社区联系人：臧永水
联系电话：13605402000
西红庙社区联系人：孙宪锡
联系电话：18353187589
韩家庄社区联系人：徐东
联系电话：19853102030
谷庄居联系人：王睿
联系电话：19853102171

二、整治要求

请上述治理范围内整治坟墓墓主家
属，在公告期内(2021年9月8日——— 2021
年11月8日)，与上述对应人员联系，持个
人有效证件、墓主相关证明材料办理登
记，逾期未登记的坟墓视作无主坟墓，就
地进行园林化治理改造。

特此公告。

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白马山
一居居民委员会
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槐荫街
居居民委员会
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朱家庄
社区居民委员会
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尹家堂
社区居民委员会
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东红庙
社区居民委员会
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西红庙
社区居民委员会
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韩家庄
社区居民委员会
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谷庄居
民委员会

2021年9月8日

根据上级安排，为规范财务往来管

理，现对以下企业的账务予以核对。

微山县宏强物资有限公司、微信县

亨威贸易有限公司、微山县亨亚贸易有

限公司、微山县经纬物资有限公司、微山

县创先贸易有限公司、微山县永泰水电

安装劳务有限公司、微山县宏达进口修

理厂、山东大硕贸易有限公司、潍坊市长

城机器有限公司。

核对时间本公告之日起30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632-4061736
本次核对为当面受理，核对时，请出

示营业执照原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单

位授权委托书，相关合同、发票、验收单、

明细账等原件或复印件。提供的材料必

须真实、有效、合法，否则核对人自行承

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

本次核对不构成对无效债权(包括但

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等)的确认。

上述企业如未按期前来核对，对应的账

务将按上级安排(或其他依据)，作核销处理。

本次核对仅限以上所列企业，其他

企业不在此次核对范围之内。

微山泓泰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4日

公 告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国桐

被公众号圈粉

去年10月份左右，一个打着
“币圈工兵连，排雷第一号！揭秘
币圈骗局，曝光资金盘内幕！捍卫
币圈环境，正准更狠的打击幕后
黑手”为宗旨的公众号进入到虚
拟币投资圈中。

事实也果真如此，这款名为
“币圈工兵连”的公众号会定期发
布一些虚拟币投资方面的分析性
和提高投资警惕性的文章，更为
巧合的是，倘若“币圈工兵连”发
布某虚拟币投资项目存在风险
后，不出意外，几天后这款虚拟币
投资项目必定会出现问题。长此
以往，不少虚拟币投资者对“币圈
工兵连”信任感爆棚，这其中就包
括家住山东省东营市的王亮，然
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深信
不疑的“币圈工兵连”竟然是诈骗
分子设下的套。

时间回溯到今年3月份，作为
一名虚拟币投资者，“币圈工兵
连”公众号的出现自然而然进入
到王亮的视线中，通过一段时间
的观察，王亮发现“币圈工兵
连”公众号的运营者的确对虚
拟币投资甚为了解，甚至对币
圈环境等分析得头头是道，如此
一来，王亮渐渐对“币圈工兵连”
产生了信任。

随着信任感的增强，王亮与
一名名为“工兵连”的好友建立了
联系，过程中他了解到，这位“工
兵连”就是币圈工兵连公众号的
运营者，因此在面对“工兵连”邀
请入群时，王亮义无反顾地选择
了答应。

据王亮描述，入群后，每天都
会有不少虚拟币投资者相互交
流，分享投资心得，直到今年4月
中旬，群主开始推荐了一个名为

“蜗牛币”的流动性挖矿项目，并
称该项目可以获得不小的利润。

对于群中的推荐，早就对币
圈工兵连公众号产生信任的王
亮，自然而然就选择投资，就此他
根据指示下载了对应“蜗牛币”项
目的App，然后向App中的个人注
册账户投入5万余个USDT（泰达
币）。

所谓的USDT实际上是一种
保存在外汇储备账户获得法定货
币支持的虚拟货币，是基于稳定
价值货币美元的代币，基本上
1USDT等于1美元。由此计算，王
亮把30余万元人民币投入到“蜗
牛币”项目中。然而王亮万万没有
想到，投资“蜗牛币”仅3天，该项
目就出现了爆雷，App根本无法
打开。

公众号竟是圈套

币圈工兵连推荐项目爆雷的
消息在虚拟币投资圈内大肆传

播，与此同时东营市公安局反诈
中心也接到了群众的报警，这个
人就是王亮。

起初，被骗的王亮以为，币圈
工兵连只是推荐了一款虚假的虚
拟币投资平台，从而导致自己被
骗，可是在报警之后，通过警方的
调查，结果与此完全相悖。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线索等，
山东省公安厅反诈中心和我们立
即围绕蜗牛币App这个交易平台
展开了调查，但调查结果着实让
我们感到震惊，因为不仅这个交
易平台是假的，所谓的“蜗牛币”
挖矿项目根本就不存在。”东营市
公安局新型犯罪研究作战中心四
级警长陈文禄说，结合对虚拟币
流向等线索的综合研判，他们一
致认为币圈工兵连公众号存在极
大的问题。

从最初的对“蜗牛币”项目
展开调查，再到对币圈工兵连
公众号的分析研判，民警们发
现，币圈工兵连公众号自2020

年10月份运营以来，每天都会
发布一些虚拟币投资的资讯，
并且揭露各种币圈项目的套
路，长此以往，该公众号便积累
了大量粉丝。不仅如此，在被拉
入群聊中后，许多投资者都会
交流心得，渐渐地在粉丝中就
产生了较为活跃的气氛，因此
群主利用这种活跃的气氛，顺
理成章地推出“蜗牛币”投资项
目，此时群内的人员凭借着对
币圈工兵连公众号的信任，纷
纷投资“蜗牛币”项目。至此，在
币圈工兵连公众号长达半年的
运营之下，运营者仅用3天的时间
就完成了骗钱跑路的目的。

陈文禄表示，案发后，根据初
期掌握的线索，在山东省公安厅
反诈中心的帮助下，他们对虚拟
资金流展开了分析研判，最终确
定藏匿在湖南省长沙市的四名犯
罪嫌疑人进入到他们的视野中，
并且根据手中的线索顺藤摸瓜，
他们又掌握了2名犯罪嫌疑人的

踪迹，由此一个由六人组成的诈
骗团伙浮出水面。

成功抓获犯罪团伙

“按照以往的办案经验，在巨
大的利益面前，这伙犯罪分子不
可能就此罢手，所以我们立即制
定了抓捕计划，并组成了十多人
的抓捕小组赶赴长沙。”陈文禄
说，由于对6名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极为掌握，所以在今年5月份到达
长沙后，通过商议决定，第二天展
开收网行动，可是计划赶不上变
化，正当民警准备统一展开行动
时，一个小插曲的出现扰乱了抓
捕计划。

“这6名犯罪嫌疑人中的主
犯，突然从长沙离开，到达了衡
阳，当时我们判断主犯极有可能
听到了风声。不过通过进一步的
调查，发现这名主犯只是回老家
探望亲属。所以我们决定兵分两
路展开行动，一组民警赶赴衡阳

抓捕主犯，一旦主犯落网，我们再
对其余5人收网。”陈文禄说。

在办案民警赶赴衡阳后，在
衡阳警方的大力配合下，主犯顺
利抓获。这则消息的出现也意味
着对其余5名犯罪嫌疑人的收网
行动即将展开。陈文禄表示，犯罪
团伙的主犯以及2号、4号、5号、6
号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唯独负
责抓捕3号犯罪嫌疑人的民警
迟迟没有动静，而且更让民警
感到惊讶的是，在对5名犯罪嫌
疑人成功抓捕后，该团伙互相
沟通的群中，3号犯罪嫌疑人发
布了一则消息：出事了，解散群。
此时这意味着3号犯罪嫌疑人已
经收到了风声。

“看到这条消息以后，我们对
此展开了分析，极有可能是在抓
捕主犯时，3号犯罪嫌疑人听到了
风声，而对于长沙这边的行动，3
号犯罪嫌疑人应该不清楚，就此
我们决定在该团伙的住处进行蹲
点守候。”陈文禄说道。

事实果真如此，收网行动的
当天下午，3号犯罪嫌疑人“如约”
回到了住处，至此以六人组成的
诈骗团伙全部到案。

骗子曾经被骗过

那么该团伙处于什么目的实
施的诈骗呢？

根据审讯，六名犯罪嫌疑人
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原
来去年5月分，该团伙中的主犯李
某和朋友在投资虚拟币时被骗，
可没想到，主犯李某竟然从这次
失败的投资经历中看到了“商
机”，就此李某和该团伙的剩余5
名犯罪嫌疑人通过商议决定，按
照李某的被骗套路，原版复制一
套骗局。

之后，他们首先运营起了“币
圈工兵连”这个公众号来吸引粉
丝，在粉丝达到一定数量后，他
们瞅准机遇向粉丝们推出了

“蜗牛币”挖矿项目，以此达到骗
钱的目的。

“该团伙中，主犯李某和2号
犯罪嫌疑人负责对接蜗牛币
App，以及策划骗局，剩余4名犯
罪嫌疑人负责在群中扮演托的角
色。一旦拿到被骗资金后，该团伙
会将资金集中到归集账户中，然
后利用虚拟币进行洗钱变现。”陈
文禄说。

根据该案，其实在2017年9
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就曾
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
资风险的公告》（以下简称《公
告》），《公告》中明确表示，融资
主体通过代币的违规发售、流
通，向投资者筹集所谓“虚拟货
币”，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
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
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
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
违法犯罪活动。因此，无论“蜗
牛币”项目是真是假，该团伙已
经构成犯罪。

家住山东省东营市的王亮（化名）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在虚拟币投资领域小有名气的自媒体公众
号，竟然是一个诈骗团伙专门骗人钱财所设下的圈套。今年5月份，在山东省公安厅反诈中心和东营市公
安局反诈中心的联合侦办下，一个虚拟币投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令警方感到震惊的是，团伙中大
多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最小的不过24岁，那么这伙年轻人是怎么实施的诈骗？一个宣传半年之久的
公众号又是如何获取受害人信任的？

关注半年公众号
竟是骗子下的套

投资三天项目爆雷，一虚拟币诈骗团伙被警方打掉

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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