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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等防疫物资资源紧缺,

无业人负刘某以某医药公

司名义在互联网发布虚假

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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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2刘某通过第三方支付乎

台收取诈骗款’竿笔）｜欠款

金额从几百元量｜｜儿万元不

等,仅2月共计收到诈骗款
近2｛）万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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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茶第三方支付乎合发现,刘某

账户交易与其个人特征禾口职业

属性严童不符,账户资金呈现

分散转入、集中转出、不留余

额等特征’交药各注遮常包括

‘』N95＂“酒精Ⅷ等关键词’该

第三方支付乎台立即向反洗钱监
横机构提交了可疑交易报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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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反洗钱监管机构立印向

警方通报愉况｜当池警方

迅速泉取行动｀将刘某依

法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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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钱包＂任一时点账户余额不得超过2000元;

●“零钱包′』消费和缴费支付、非绑定账户资金转

出等出金的日累计限额合计为2000元’年累计限额合计

为5万元°

二、不要出租或出借自己的舅份证件以及账｜

|户｀银行卡｀0盾和二维码

-｀主动配台反洗钱义务机构进行舅份识另‖

★开办业务时’请您带好有效身份证件

当您开立账户v购买金融产品以及以任何方式与金

融机构建立业务关系时:

●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如实填写您的身份信息;

●配合金融机构通过现场核查身份证件的真实性,

或以电话、信函、电子｜耶件等方式向您确认身份信息;

●回答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合理提问p

如果您不能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

件’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将不能为您刃理相关业务°

★存取大额现金时’请出示有效身份侧牛

★他人替您办理业氨代理人应出示他（她〉和您

的有效身份证件

★男份证件到期更换的』请及时通知金融机构更新

|
出租或出借自已的身份证件以及银行账户信息、收

付款二维码信息等,可能会产生以下后果: ||
●他人俗用您的名义从事非法恬动;

●协助他人完成洗

●您可能成为他

人金融诈骗犯罪括动

的“替罪羊”;

●您的诚信状况

受到合理怀疑;

●您的声誉利信

用记录因他人的不当

行为而受损°

四｀提高风险意识’防范电信网络j′匡骗

●坚持账户实名制,不问他人出售账户或者协助

他人开户;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不轻易向他人透露个人身份

信息、账户信息｀支付信息等;

●不参与买卖银行账户｀银行卡、POS机具等;

●做好个人账户分类管理’建议将Ⅱ类户、Ⅱ类户

用于网络支付禾［｜移动支付;

●不轻信、不盲』沫经证实的转账信息;

●如果不慎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要保留微信、

QQ｀短信等往来信息,以及ATM转账、网银转账、手

机银行转账、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等转账凭证或者信

息便于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

三｀｜舰好个人账户分类管里曰
…

信关相

［类户是《‘钱箱”’用于存放个人的工资收入等主

要资金来源’安全性要求高,通常在银行柜面开立°

Ⅱ类户是‘』钱夹,’’用于个人日常刷卡消费、网络

购物、缴费等’可以采用数字证书或者电子签名开立。

Ⅱ类户是“零钱包’’’用于金额较小、频次较高的

交易,如常见的手机扫码支付’可以采用数字证书或者

电子签名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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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 五、洗钱“跑分”平台跑了路四｀“买单配票,’骗取出□退税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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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某地3家服装厂和9家外贸

公司均为空壳公司’均陶甲

实际控制°3家服装厂向9家

外贸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翅过中间人在全国各地

开出增值税进项专用发票抵

扣税额°

‖.疫情期间’张′」、姐经朋友

介绍加入某“跑分”乎台。

该平台称只需提供第三方支

付乎台」｝史款二维码’就可以

保证日赚万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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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己远离洗钱2＝张小姐在该“跑分,,干台开

通了一个账户,存入保证全

2（）00元°之后张小姐将收款二

维码提供给该乎台供其』‘跑

分＂.“跑分＂戍功后,张小

姐每收款1000元可获得15元佣

金’同时保证金减少·

29家夕卜贸公司向中介机构

或者其他外贸公司购买出

口退税商品信息’将不具

有退税资格的货物申报为

一般贸易出口货物,以自

己公司名义拼柜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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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尝到甜头后｀张′』｀姐在该』‘跑

分”干台存入5万元保证金,希

望用烫多保证金获取叉大的“跑

分’!收益.一个月以后,张小蛆

发现该“跑分＂乎台无法登录’

相关人页也完全失联°

3.外贸公司通』过地下钱庄将

相应资全汇至指定账户,通

过趣下钱庄控制的机构以转

账方式收取外汇’结汇后’

资全立即汇至团伙成页个人

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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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案查实虚开和接受增

值税专用发票6921份,价

税全额达9.斗5亿元’追回

出口退秘款6458万元’4名｝

主妥犯罪嫌疑人已移送司

法机关°

4.公安机关调查发现,该“鲍

分”乎台为某境外赌博公司收

取赌资』涉嫌网终诈骗洗钱°

张小姐涉嫌非法“跑分’,’第
三方支付账户随后被冻结n

囱恫会雕出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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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投资平台电信网络诈骗案
｜■■■■■■苗｜…●●●●●●0●0●●伯◆伯0■●■·■·●◆◆■｜＝■■·｜｜●O■………■＝●●●●●●■■←●■■■』■

1.20（8年王某报警,称“女朋

友’,李某介绍他在—个网络交
易乎台上炒期货、外汇『先

后投入3万余元,现已全部亏

损。警方发现此事远非情侣经
济纠纷那么简单’」｜质藤摸瓜,

发现并破获了一个特大电信网

络诈骗团伙.

2.李某所属诈骗团伙与某网络夕｜｀

汇交易平台合谋,约定该诈骗团

伙按照投资人亏损的5（）％分戍.

该诈骗团伙通过微信交友等手

段,诱惑投资人到该网络外汇交

易乎台投资’通过后台篡改数

据,恶意造成投资人亏损。

3.经查』犯罪嫌疑人张某开设了

在中国香港注册的网络夕卜汇交

易千台’通过发展各地代理＂

寻找诈骗对象’频频作案.张

某利用第三方支付乎台’将诈

骗所得分多次转入个人账户’

完成资金的“漂白”°

↓.上述诈骗团伙共设立132个分公司、

1300乡个人级代理’受害者达6800余

人’涉案资金超过1.2亿元.目前瞥
方巳抓获涉案人员50人’查扣豪华车

辆斗台、计算机50余台｀现金45万余
元,冻结银行账户19个、资金43万余
元｜冻结第三方支付乎合账户1个’
查封私人别墅」处｀个人住宅1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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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年张某受朋友诱

惑,在该网站先后充值

25万余元,霄一周内输

掉］5万元’最后无力偿

还赌债,随后报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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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大跨境网络赌傅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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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某境外赌博网站在我国境内群发

各种赌博信息｀吸引参赌人员°参

赌人员注册账户后就可获得赠送筹

码°该赌博网站一开蛤让参赌人页

赢钱’待他们“上钧”之后’开启
雕杀猪”模式.参赌人页越赌越

输’越输越赌’最后倾家荡产.

3恳侦查发现’该赌博网站背后有一

个犯罪产业链:利用控制的多个

个人账户和对公账户归集赌资,

返还非法』｜丈益’账户资金｜诀迸快

出;利周“第四方支付乎台”套
取、清洗非满资全’割裂资金链
条;利用地下钱庄在境内外转移
资金’再完戌淌费和存款.

4.境内外警方联今行动,先后抓

获境内外嫌疑犯56名’查获地下

钱庄1个、结算公司4家、“第四

方支付乎台＂1个、贩卖账户银
行卡团伙若于’涉案金额达78亿

元人隐币｜非法牟利6.5亿元人民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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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网络借货平台非法集资洗钱

2在实际运营中’该公

司通过发布虚构的高

息借款标的〗将获取

的客户资金用于个人

投资｀购买理财产品

和保险产品°

4.经公安机关调查〗该公司

实际上是借助网络借贷乎台

的投融资信息中介功能迸行

非法集资.案发时』待偿付

借款逾亿元’涉及全国4000
余人°

1某P2P网络借贷乎台

公司宣称其“从事信息

配对咨询和商务服务,

服务广大网友和中小微

企业”°

a没过多久!该公司闽

无力偿还多笔到期的

借款恭高额利息嗣发

生挤兑事件（印客户

婆求收回投资）°

公安凰p0L｜c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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