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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九江公安
“经侦宣传日”揭露身边经济犯罪

八大经典案例给你提个醒
本报讯(冷飞 何菁 实习生 朱琼慧 浔阳晚报记者 张倩
文/摄)昨日上午，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开发区联盛快乐城广场
组织举行“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
动。副市长、公安局长张荣先，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
彤出席现场活动。活动邀请了市政府金融办、市打击和防范
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九江市中
心支行、市国税局、地税局、工商局、质监局、食药监局、知识产
权局、烟草专卖局、市保险协会等相关部门参加。经济技术开
发区党工委委员、分局局长熊扬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
张晓林、政委岳峻带领支队各部门和城区 3 个分局经侦大队参
加活动。
今年“5·15 经侦宣传日”活动的主题为“与民同心 为您守
护”，旨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重点围绕非法集资、传销
的犯罪，向市民介绍犯罪形势和特点，剖析典型案例，讲解常
见犯罪伎俩及“庞氏骗局”本质，传授防骗知识和自救技巧，展
示公安机关打击经济犯罪、服务民生的坚定决心和显著战果，
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工作。
活动现场，通过设立宣传展板、播放宣传片、发放防范宣
传资料、展示假冒伪劣商品等形式，向市民介绍打击经济犯罪
知识，并设立经济犯罪咨询、举报台，采取领导访谈、专家解
疑、案例剖析等形式，向市民普及识假防骗知识，提升全社会
的风险防控意识和水平。
张荣先在现场要求全市公安机关经侦部门，
要加大对经济
犯罪的打击力度，
严厉打击非法集资、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
组织优势警力，
从重从快查处，
最大限度挽回群众经济损失。
浔阳晚报记者获悉，自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经侦部门
共立案 123 起，破案 87 起，涉案金额 12 亿元。

八大
经典 案例

1 洗钱典型案例

2017 年，都昌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侦破一起特大洗钱案。经查：2013 年 5
月 29 日，九江辉煌胶粘制品有限公司经理邱某星，提供公司账户给其弟邱
某群（因贷款诈骗罪等被判刑十三年六个月），将骗取的建设银行南昌东湖
支行 713.18 万元贷款汇入公司账户。次日，邱某星再次提供多个私人账户，
协助其弟邱某群将上述巨额现金散存于多个银行账户，并在不同银行账户
之间频繁划转，供其分解犯罪所得。
目前，本案已由都昌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邱某星犯洗钱罪，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 36 万元。

2 保险诈骗典型案例

2017 年 5 月，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通过自建的车辆反诈骗分析平台，发现
姚某某在近几年内频繁向多家保险公司报案，有重大保险诈骗作案嫌疑。
经查：2014 年起，犯罪嫌疑人姚某某多次从上海购买二手低价高档豪华轿
车，并用购来的车制造单方面交通事故或者双方交通事故，骗取保险公司保
险金，
涉案金额高达 70 余万元。
目前，
本案已移送起诉。

3 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典型案例

2017 年 10 月，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侦破首例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案。
经查，2017 年 8 月 16 日，支队依法对九江洪兴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涉嫌在
江西银行九江分行骗取 450 万元贷款立案侦查，在侦查中，发现江西中磊房
地产评估事务有限公司在对该笔贷款的抵押房产进行评估的过程中存在重
大失实。2014 年 4 月份，中磊评估公司在对该笔贷款涉及的抵押物九江浔
阳区大中路 416 号-424 号李家巷北栋 12 号房产进行评估过程中，公司业务
经理徐某指派不具有房地产评估师资质的公司员工徐某庠进行实地查勘，
在查勘过程中，徐某庠未认真履行《房地产估价规范》中关于房地产估价实
地勘查估价对象等规定，未对照房产证及房产图纸，仅凭当事人对现场指认
的房产进行了现场查勘，导致实际房产与评估的房产不符，将抵押物评估为
920.38 万元。后经专业评估鉴定，
该房产市值仅为 283.51 万元。
目前，
犯罪嫌疑人徐某、
徐某庠已被取保候审，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典型案例

2017 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侦破一起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经
查，2013 年以来，
犯罪嫌疑人邱某文伙同周某江（化名林某，
已被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利用他人身份在九江某县注册了九江华鑫昌通讯
设备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
套取其他公司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在该县国税
局进行进项抵扣，
涉及阿拉山口海关、
常州海关等10多个海关。然后，
该团伙在没
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
利用税务系统漏洞，
在该县国税局做进项抵扣后，
大肆
向下游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并以票面金额6%-9%收取开票费。邱某文团
伙共计向下游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近3000份，
价税合计20亿元。
目前，
本案已到法院审判阶段。

民警在展板前为市民讲解。
民警在展板前为市民讲解
。

5 虚开增值税发票典型案例

2017 年 3 月，共青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破获一起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案。经
查，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3 月，
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为牟取暴利，
在洪某、
刘某的协
助下，利用他人身份证在共青城市注册 80 余家空壳贸易公司，并通过到国税部门
申领相应空壳企业增值税普通发票，
利用国税按季申报且月初领票月底作废票系
统时间漏洞，
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通过中间人，
以票面金
额的 1%至 2.8%不等的价格向北京、
天津、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广东、
广西、
贵州等 13 个省、
市共 585 家公司大肆虚开发票，
涉案金额高达 7 亿
元。2017 年 3 月 21 日，
在总队和支队的指导下，
共青城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成功侦
破此案，
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为国家挽回税款损失 1050 余万元。
目前，该案已侦查终结，
进入法院庭审阶段。

6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典型案例

2017 年 4 月，濂溪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成功破获一起非公务工作人员受贿
案。经查：九江某私人医院副院长马某在院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便利，
与张某签订合作协议，由张某在其医院内开设皮肤美容科，并为张某经营的美容
整形科提供各种便利，
共计收取张某给予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 8.2 万元。
目前，该案正在法院审理中。

组织、
、
领导传销典型案例
7 组织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全市公安机关开展集中打击整治传销专项行
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对汇总的传销犯罪线索进行集中梳理、分析研判中发
现，一个以母某超、陈某红为首，打着销售“姬珮诗”产品为名的传销组织长期在
浔阳区、濂溪区、开发区三个主城区进行传销违法犯罪活动。11 月 6 日，经侦支
队、技侦支队牵头联合特巡警支队和浔阳区、濂溪区、八里湖分局等相关成员单
位，在庐山大道某出租屋内，将正在参加“聚会”的传销犯罪首要头目母某超，陈
某红和 221 名传销犯罪骨干分子全部抓获。同时，对事先摸排掌握的分布在市区
的传销组织窝点集中进行清查。整个收网行动共捣毁传销窝点 21 个，现场抓获
参与传销人员 342 名。
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8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典型案例

2017 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侦破一起特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经查，自
2009 年 1 月，九江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以来，该公司法人叶某先后以公司
开发房地产项目、参与经济技术开发区棚户改造项目等需要资金投入为由，以许
诺支付月利息 2 分至 5 毛不等的高额利息相回报，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借款。这些
借款对象中只有极少部分是熟人、朋友，绝大部分借款人是社会不特定对象，犯
罪嫌疑人叶某对借款人传播消息的行为一直采取放任的态度，不予以制止，对于
得到消息主动找上门来的借款人所提供的资金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全部吸
收。面对高额的欠款本息，犯罪嫌疑人叶某采取拆东墙补西墙方式,继续在社会
上融资，
最终资金链断裂，
累计给众多受害人造成 1.5 亿余元的损失无法归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