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8 月 12 日 星期六 责编 鄢明亮

8530000

焦点 13

报料热线：

时任新余副市长被骗去为传销站台
将会场设在市委党校

近日，新华社主办
的《半月谈》发文称，新
型传销迷惑性越来越
强，甚至拉拢欺骗地方
党政干部为其背书，中
部某省一副市长就不
幸中招。
记者梳理发现，被
狡猾的传销组织欺骗，
被蒙骗着为他们站台
的副市长正是时任江
西省新余市副市长的
李新华。
而幕后黑手正是
一个名为“百川币”的
传销组织，去年 5 月，头
目周运煌一审被依法
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半，
并处罚金 2000 万元。

时任新余市副市长李新华

新型传销善于拉大旗伪装自己
《半月谈》的报道显示，山东警方总
结近期破获的多起全国性传销大案，注
意到新型传销迷惑性越来越强，往往打
着“一带一路”
“ 互联网+”等国家政策旗
号，包装成地方重大项目，甚至拉拢欺骗
地方党政干部参与其中，
企图瞒天过海。
据悉，
将传销行为包装得
“高大上”
是
传销分子的惯用伎俩。而且新型传销极善
包装，
就连拉拢欺骗地方党政干部也被蒙
蔽，
甚至为其背书。
“百川币”
传销组织主要

头目仅有小学文化，
却能把传销活动说成
符合国家
“互联网+”
战略的重大项目，
连地
方党政干部也被蒙蔽，
甚至为其站台。
根据警方介绍和网上流传的地方电
视台报道视频显示，一个名为“百川币”
的传销组织 2015 年召开 700 多名会员参
与的“百川世界互联网峰会”，会议地点
选择在中部某省一地级市市委党校，该
市副市长到会致辞，商务局局长、副局长
等领导干部出席。

传销组织竟将会场设在市委党校
记者检索相关报道发现，上述文章
所指的会议就是 2015 年 7 月 20 日举行的
“百川世界互联网峰会”，地点为江西省
新余市市委党校，出席该活动的副市长
则是指是时任新余市副市长的李新华。
公开简历显示，李新华出生于 1973
年 8 月，先后在团江西省委和省民政厅工
作，直到 2011 年才到地方上工作，担任新
余副市长。2015 年 7 月 20 日，他以副市
长 的 身 份 出 席 了“ 百 川 世 界 互 联 网 峰
会”。除他之外，参会的还有新余市商务

局局长郭瑞新、副局长吴强等。
李新华发言时，对来自全国各地的
互联网精英表示欢迎，也对百川国际股
份有限公司入驻新余市万商红商业园
区，将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带入新余，推
动互联网技术革新和推广表示肯定和
支持。
当月，新余市委召开七届十八次全
体会议，李新华首次出现在市委常委之
列。2015 年 10 月起，他一直担任新余市
委常委、秘书长。

百川币传销组织头目获刑 13 年半
公开资料显示，2015 年 6 月起，福建
百川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互联网上推
销电子虚拟币——百川币，要求参加者
从其网络平台以最低 800 元为一单的形
式注册发展成为会员，成为会员后可以
继续发展下线会员，并以发展会员数量
作为返利的依据。
进而，百川世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运煌、杨浩等人通过上述分层
级、拉人头、赚奖励的方式开展传销活
动，吸纳会员达 90 余万人，并形成了多级
金字塔形传销活动。
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因涉

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周运煌等人
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被滨州市公安局沾
化分局刑事拘留。经查明，被告人周运
煌又名周圣凯，在整个“百川币”传销活
动中起倡导、发起、策划、指挥、招揽、引
诱、安排和决策、统领等作用。
2016 年 5 月 23 日 ，周 运 煌、杨 浩 等
14 人在山东滨州沾化区人民法院一审
宣判。周运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 2000 万元，其余 13 人分别被判
处 1 年至 9 年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
（据《法制晚报》消息）

■ 相关链接
根据中国反传销志愿者联盟掌握的
资料，百川币与 SMI、MBI、马克币、暗黑
币等类似，都是披着虚拟货币外衣进行
的非法传销。
此类传销操作手法有以下特点：
1、以上币种大多是非恒量发行、单
纯炒币，
没有商业应用。
2、都属于网络金融传销，服务器都

在境外，查处难度较大。
3、运行周期短。一般 3-6 个月，到了
返钱高峰期直接关网跑路，
换个马甲重来。
百川币的营销模式类似庞氏骗局，
站
在金字塔顶层的人赚的钱是非常庞大的，
至于资金链什么时候断，
谁也不知道。一
段时间后，百川币一定会蒸发，属于典型
的无产品、
靠拉人头进行的分钱游戏。

“百川币”
的传销组织头目周运煌

■ 拓展阅读

警方揭秘新型传销：

打领导人旗号 党政干部也被骗
山东警方总结近期破获的多起全国性传销大案，注意到新型传销迷
惑性越来越强，往往打着“一带一路”
“互联网+”等国家政策旗号，包装成
地方重大项目，
甚至拉拢欺骗地方党政干部参与其中，
企图瞒天过海。
记者调查发现，此类传销组织将其活动与国家政策、领导人讲话和地
方经济发展绑在一起，蒙骗广大群众，破坏地方经济稳定，危害群众财产
安全，
亟待加大防范力度。

打领导人旗号，歪曲国家政策
记者了解到，将传销行为包装得“高
大上”是传销分子的惯用伎俩。
潍坊市公安局奎文分局今年在打击
一起以某商城名义开展的传销活动时发
现，传销组织以编印内部刊物为手段展
开自我宣传。
翻开这份刊物 2016 年第 1 期，可以
读到大量对历年中央一号文件，
“ 互联
网+”
“ 一带一路”等国家政策的曲解，以
及多位国家领导人活动报道的拼贴，传
销组织将这些政策和国家领导人活动巧
妙
“嫁接”到其传销模式和活动中。
貌似响应国家政策的投资项目、捏

造的高额回报率，以及传销分子的洗脑
式灌输，让全国多地群众闻之心动，趋之
若鹜。
近日，山东省惠民县法院对该县公
安局侦破的一起互联网传销案作出一审
宣判，
主犯被判处 8 年有期徒刑。
据惠民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杨
卫东介绍，这起传销案件中，犯罪分子自
称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
网+”等国家战略，以微信为工具，以发展
下线的数量为返利依据，诱骗群众参与。
截至案发时已发展会员账号近 550
万个，
涉案金额达 17 亿元。

拉拢欺骗基层干部，捆绑地方利益
办案民警反映，近年来新型传销极
善包装，甚至拉拢欺骗地方党政干部为
其背书，与地方经济发展事业相捆绑，俨
然
“合法性”
十足。
潍坊市公安局奎文分局打掉的传销
组织在其自办内部刊物中称，来自东部
某省两地级市所辖县农业局、人社局、财
政局等机关多位干部参与其“互联网农
业电商项目精英论坛”
。

其中一名县人社局干部还表示，作
为合作单位，人社局“时刻盼望着项目在
县里成功落地”。
警方介绍，
截至案发，
这一传销组织已
发展会员5.8万人，
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
潍坊市公安局奎文分局经侦大队大
队长夏洪海称，传销作为公认的“经济邪
教”，近年来往往隐身于“泛政治化”包装
之下，
“借势”
发展壮大。

传销变种迅速，坑骗群众钱财
与以往传销不同，新型传销普遍借
助互联网发展下线，传播速度更快、传播
面更广，甚至结合境外引进的新模式，危
害更深、打击难度更大。
惠民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刘伟
说，对部分参与传销的群众调查取证时，
即便主要头目已经认罪，不少参与者依
然坚持认为自己是投资国家重点项目，
符合当前国家鼓励政策。有的传销组织

2016 年 2 月上线，短短 4 个月就能发展会
员账号逾 500 万个，
裂变速度十分惊人。
此外，基层民警还介绍，目前国内一
些新型传销模式来自境外，操作流程成
熟，发展初期让人更难辨认。
他们建议，在加强依法打击的同时，
还应广泛通过以案说法等方式，面向社
会加强宣传引导，避免群众上当受骗。
（据《半月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