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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邱维 赵佩妮）

上游古董卖家“诚意”转

让，下游买家欲高价收购，一进一出可

净赚50万，广州的陈某蠢蠢欲动，东借

西凑终于将“宝贝”买下。 可没想到，除

了他自己，全是托。 昨日，记者从越秀

区检察院获悉， 该院办理的这宗诈骗

案有了一审结果。

卖家前脚走，买家后脚到

据介绍，章大王

（化名 ）

是陈某三

四年前认识的一个古董商人。 2018年4

月10日， 章大王通过微信发送了鎏金

香熏炉、鎏金佛像、鎏金酒壶等四张照

片给陈某，并询问其是否需要购买。

同日，章本川（

化名

）请求添加陈

某为微信好友。 之后，章本川在微信上

向陈某发送了三张鎏金香熏炉、 鎏金

佛像、鎏金酒壶的照片，并询问其是否

有这些古董出售。 陈某惊喜地发现，这

三张照片正好和章大王之前发的一

样。 随即，陈某联系了章大王，向其表

示有“买家”愿意购买那些古董，并与

其约好时间见面验货。

见面当天，章云西

（化名 ）

和章大

王携带鎏金香熏炉和鎏金观音坐像来

到陈某家中，经双方讨价还价，初步约

定以120万元的价格进行交易。

就在章云西和章大王离开陈某家

后没多久， 章本川带着一名自称是香

港商人的黄老板也来到陈某家中，询

问古董的相关事宜。 章本川表示愿意

以150万元的价格收购上述两件鎏金

古董摆件；为打消陈某的疑虑，二人当

场支付了定金5万元。

当天， 章云西再次返回到陈某家

中， 提出愿意将交易金额降至100万

元，但陈某必须先支付60万元定金。

借钱终买入，却无法出手

只需花100万元买回来，却可以150

万元卖出，一来一去，可赚50万元！ 面

对巨大的诱惑， 陈某不再犹豫，立即联

系章大王， 告诉他自己决定购买那两

件古董，但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 对于

陈某的这一情况， 章大王与章本川表

示愿意借款15万元给陈某。

就这样， 陈某通过东借西凑花了

100万元买下那两件古董，喜滋滋地等

着买主来取货。 但黄老板之后却以各

种理由一再拖延交易。 此时，陈某才意

识自己可能被骗， 立即向公安机关报

案。 经专家鉴定，上述涉案的两件“古

董”均为现代工艺制品。 另经广州市越

秀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两件“古董”

价值都不超1万元。

越秀法院近日判决， 章云西犯诈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责令其将违

法所得退还给陈某。 同案人章大王、章

本川以及黄老板，另案处理。

这些都是骗局 请看好“钱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姚雯 通讯员

宁宇）

不参加驾考，直接花钱能购买到

驾驶证？ 注意了，这是骗局！ 广州花都

区一男子在看到网站广告后， 被骗走

一万多元。 近日，记者从广州市花都区

人民法院获悉， 两人因诈骗罪分别被

判三年四个月、一年两个月。

以代办驾驶证为名诈骗

据介绍，2018年6月16日21时许，广

州市花都区花山派出所接到被害人江

某报案称， 其在某网站看见一则称可

以直接购买汽车驾驶证的消息， 便添

加对方微信号， 陆续转账13300元后，

发现依旧办不成驾驶证。 2018年9月5

日， 公安人员在广西贵港市抓获犯罪

嫌疑人韦某护、韦某龙。

经查，2018年6月14日至6月16日，

同案人韦某

（另作处理）

使用微信添加

被害人江某为好友后， 以代办驾驶证

为名义，诈骗江某13300元。 其中，被告

人韦某护将其银行账号提供给韦某收

取赃款，并帮助韦某将赃款取现。

据了解，2018年6月至8月， 被告人

韦某护、 韦某龙使用微信添加陌生人

为好友，以代办驾驶证为名，诈骗多名

被害人财物。 其中，韦某护诈骗4名被

害人共计37000元，韦某龙诈骗2名被害

人共计13600元。

两名骗子均被判有期徒刑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韦某护、韦某龙的行为均已

构成诈骗罪。 结合该案犯罪事实、社会

危害后果及被告人认罪态度等具体情

节， 法院判处韦某护有期徒刑3年4个

月，并处罚金5000元；判处韦某龙有期

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韦某

护账户内被冻结的13097.96元发还给

被害人江某，责令韦某护继续退赔202

元给被害人江某。

法官提醒，在我国，想要取得驾驶

证，必须通过正规途径考取，网上各种

花钱代办驾驶证的都是骗局， 有人花

了钱拿不到证，有人拿到了证，证件也

是伪造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

员 刘莹丽 林辉）

喜欢玩网游，可是没

时间怎么办？ 许多人都会想找代练帮

忙，因此也滋生了游戏代练这个工作。

昨日，记者从广州增城警方获悉，广州

增城的小毛在网上找了份代练的工

作，没想到，钱没赚到，反而被骗了4万

多元。 近日，民警远赴千里之外的葫芦

岛市将嫌疑人翼某抓获归案。

想要代练，先交保证金

3月16日，小毛想通过帮人代练游

戏来赚点钱， 于是通过搜索引擎找到

了一个游戏代练的网站， 加了一个客

服的QQ号， 并成功接到了第一个单

子。 正当小毛想在代练事业“大展拳

脚”时，客服说小毛是新人，需交1000

元的保证金。 客服承诺，这个保证金在

小毛完成代练单子任务后可以退还。

小毛信以为真， 就向客服提供的微信

账号转账1000元。 可小毛没想到，钱交

了，依然接不到单子。 接着，客服说，一

般在平台接的单子都是小单赚不到什

么钱，需要接大单就要进微信群，游戏

大佬们都在群里。 小毛又很爽快地支

付了999元的进群费。

然而，小毛在交了“保证金”后，满

心以为能接到大单子了， 可是说好的

大单依然不见踪影。 小毛找客服理论，

要求退还之前的保证金。

环环相扣，坑你没商量

客服很客气，称保证金可以退，不

过按照规定需要双倍押金才能退。 小

毛没办法， 又往财务微信打了4379多

元。 这钱打了进去，客服称后台出现问

题，需要再打4379元才行，不过这次可

以一次退还小毛支付的所有保证金。

一心想退钱的小毛只好再次转账。

至此， 小毛已经一共转了一万多

元。 不过，小毛似乎有点“黑”，微信收

钱的财务“下班”了。 慌了神的小毛只

好继续找客服求救。 客服提供了另外

一个财务的微信账号， 心急火燎的小

毛火速加了微信。 然而，小毛的退款路

越来越漫长，在客服的指引下，小毛又

陆陆续续转账了近3万元。

3月17日，慢慢理清头绪的小毛终

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于是到派出所

报警。 增城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开展

侦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警方锁定

了一名居住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的男子

翼某。 5月26日，民警远赴千里之外的

葫芦岛市，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将翼

某抓获归案。 经初步审讯，翼某对其实

施诈骗的事实供认不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

员 李柰 张毅涛）

昨日，记者从广州市

反诈中心获悉， 一名年轻女子在某婚

恋网上交友，从未见过面，被诱骗“投

资”损失约90万元。

被诱骗“投资”初尝甜头

6月3日， 广州市反诈中心接到一

名年轻女事主邓某报警，称4月中旬在

婚恋网“世××缘”上交友，认识一名自

称从事金融行业的男子， 双方建立网

恋关系但从未见过面。

一周后男子介绍事主做投资理

财， 发送二维码让事主扫码填写个人

信息注册并下载“投资理财平台”App，

并让事主联系平台“客服”办理。“客

服” 先是让事主向一个私人账户充值

1001元尝试一下，20分钟后本金及收

益返还到事主的银行账户共1130元，

第一次获利129元。

（在报警过程中，事

主透露 ，所谓的 “投资 ”其实是 “买大

小”，即赌博。 ）

随后几天， 事主又充值10万元进

行“投资”，并提现后发现本金加收益

共117346元。 因为收益可观，事主继续

联系“客服”索要账户，共转账14万元。

陆续“充值”被骗90万元

男子联系事主， 怂恿其继续拿钱

出来“投资”，在男子的鼓动下，事主在

多个贷款平台进行贷款， 以及向朋友

借钱。 4月下旬，事主多次向“客服”提

供的账号充值约40万元。

直至5月底，事主在平台操作提现

不成功，问男子怎么回事，男子让其联

系“客服”咨询，被告知“账号被冻结，

解冻需充值20万元”。

事主不放心，联系男子询问，男子

称，此前他也遇到这种情况，充钱后就

可以提现了，还帮事主出5万元。 于是

事主借到15万元后再次联系“客服”向

一个私人账号充值。 转账充值后再次

发起提现仍然不成功，“客服” 告知事

主的账号又被“冻结”了，需要再充值

20万元才能解冻。

事主为了将之前“投资”的钱要回

来，只好硬着头皮又借了20万元，于5

月30日转账充值，但仍然无法提现。 事

主开始产生怀疑， 这才想起要报警求

助，但此时已损失约90万元。

驾驶证可花钱买？ 其实是网络诈骗

花都男子通过微信买驾驶证被骗1.3万元

打打游戏就赚钱？ 坑你没商量

增城一男子网上找代练游戏工作反被骗了4万元

网上“投资”来钱快？ 其实是骗局

年轻女子遭婚恋网的“男友”诱骗，损失90万元

一进一出赚50万？ 其实全是托

越秀男子陷骗局花100万元买假古董

倒卖古董

代办驾照

游戏代练

网上交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