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骗局连线

本报12月23日讯 为了讨
债，岳阳人王女士在抖音上发视
频维权，有热心的“民警”主动联
系上她，称愿意给她帮忙。几番
沟通后， 两人见了面还成了情
侣。“民警” 在短短一个多月里，
成功赢得了王女士和其朋友的
信任，骗走7万多元。

近日， 岳阳平江县人民法
院审结一起因“网恋”引起的诈
骗案。

今年2月，因为别人欠钱不
还， 一心想讨回欠款的王女士
在抖音平台发布了相关视频。
几天后，有人联系她，对方自称
李伟， 是当地公安局刑警大队
民警，能帮忙追回欠款。

自信的语气， 对当地公安
局相关部门非常熟悉……王女
士很快对李伟信任有加，两人聊
得火热，见面后还成为了情侣。

王女士迫不及待把这名从
天而降的男友介绍给朋友，而
李伟自信满满称能帮王女士的
朋友处理车辆违章、 帮忙办驾

照，收了几千元后，又称自己
在多地投资，还拿出承包协议
书、公务员工作调动书等多种
虚假的文书，让人信以为真。王
女士及其朋友深信不疑， 一次
次给李伟打钱。打了几次钱后，
王女士的朋友发觉不对劲，开
始找李伟退钱， 这时才发现李
伟不是他的本名， 更不是民
警，还因为诈骗被判过刑。

经统计，李某某采取虚构
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以帮
助协调房屋拆迁款、驾驶证销
分、投资旅游项目等各种理由
骗取王女士等人钱财，涉案金
额共7.4万多元。

平江县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 李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
他人钱财，数额巨大，其行为
已构成诈骗罪。李某某最终被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同时被
责令退赔。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凌玉霞 通讯员 艾方方

本报12月23日讯 什么都
不用干，兼职每天赚800元？只需
办张银行卡“出让”账户就行；出
借微信二维码给他人收款，就能
躺在家里收“好处”，这些看上去
轻松来钱的方法都可能是违法
犯罪。

近日，岳阳华容法院、邵阳洞
口法院都判决了这类打着“兼职”
幌子，实则帮忙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的刑事案件。 被告人都因为一
些小利，付出了巨大代价。

【案例一】兼职日赚800，收
了一回钱获刑一年多

今年3月，闲居在家的福建人
林某在QQ群看到有人发布了兼
职信息， 对方称只需要提供银行
账户、 支付宝账户让别人进行比
特币交易，每天报酬800元。

每天800元，自己还不用花时
间， 林某马上去银行用自己的身
份信息办理了一张银行卡， 并将

办理的银行卡及密码交给了指定
的人李某。

这等“好事”，林某还不忘告诉
两名深交好友郭某和刘某， 二人
办好银行卡后， 在林某带领下将
卡交给了接头人李某。

3月18日，家住岳阳华容的小
王在某借贷软件上被客服骗走了
8.8万元， 而其中800元被转入林
某的账户。林某什么都不用干，得
到了800元的报酬。隔天，另外两
人因不同原因被骗几万元， 这些
钱中的一部分转入了郭某、 刘某
的账户，郭某分得800元，刘某分
到了900元。

很快， 日赚800的美梦破灭
了，3人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跟
他们接头的李某同样被逮捕。

华容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 林某等3人明知是犯罪所得，
仍为他人提供银行账号予以转
移，其行为均已构成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至一年二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案例二】“借码” 给别人收
款，赚3000罚6万还获刑

2019年1月， 工作没着落的衡
阳人周某加入了找兼职工作的QQ
群，联系上其中一个提供兼职工作
的人“七哥”。“七哥”要他“借出”微
信二维码用来收款，事后给他百分
之三的感谢费。周某正为缺生活费
发愁，立马答应了。

几个月时间里，周某的微信总计
收款近6万元， 都是他人被各种名义
上当受骗转帐过来的， 他因此收了
3000多元“好处费”。此后，周某被抓
获归案。周某赔偿了1.3万元给其中一
位受害者，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

洞口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周某为他人的违法犯罪活动提供
结算渠道并转移犯罪所得，构成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法院一审判
决，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
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凌玉霞
通讯员 汪晓燕 韩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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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借银行卡和收款码轻松赚钱？获刑！
案例：被“兼职”诱惑，他们成了诈骗帮凶 法官：出租、出售账户或被法律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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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下列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
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20 年 12 月 24 日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截至基准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贷款
本金合计（单位：元）

截至基准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贷款
利息合计（单位：元）

湖南盈成油
脂工业有限
公司

彭华、 彭建、黄
志兰、湖南盈成
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盈成油脂
工业有限公司

43072301-2010年（澧县）字 0028 号
43072301-2016年（澧县）字 0005 号
43072301-2016年（澧县）字 0008号

172,558,710.58 43538994.02

湖南天泽农
业发展有限
公司

吴世文、 龚秀
英、 吴春林、刘
彐枚、 黄松、彭
麟雅、湖南天泽
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43070301-2010年（鼎城）字 0018号
43070301-2016 年(鼎城)字 0015 号

51,499,959.83 13276195.25

会同县贤胜
油业有限责
任公司

江贤胜、 王举
和、会同县贤胜
油业有限责任
公司

43122501-2016 年(会同)字 0006 号 9,274,040.04 5248555.81

怀化市鸿瑞
农机市场有
限公司

刘玉成、周细杨、
怀化市鸿瑞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43122101-2011年（方园）字 0015号
43122101-2011年（方园）字 0018号
43122101-2012年（方园）字 0002号

73,999,807.89 27746351.07

湖南鸿森木
业（集团）有
限公司

刘玉成、 周细
杨、怀化市鸿瑞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湖南鸿
森木业（集团）
有限公司

43122501-2015年（会同）字 0006号
43122501-2015年（会同）字 0012号
43122501-2015年（会同）字 0013号
43122501-2015年（会同）字 0014号
43122501-2015年（会同）字 0015号
43122501-2015年（会同）字 0016号

69,999,901.00 22051904.64

根据下列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
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债权催收公告

32039394.1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截至基准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贷款
本金合计（单位：元）

截至基准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贷款
利息合计（单位：元）

湖南省武
冈市华鹏
食品有限
公司

肖保华、罗时英、
湖南省武冈市华
鹏食品有限公司

43058101-2016年（武冈）字 0012号
43058101-2016年（武冈）字 0018号
43058101-2015年（武冈）字 0017号
43058101-2015年（武冈）字 0018号

71,828,843.00 19064533.43

湖南省和鑫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夏小玲、邓继春、
邓健、肖艳华、湖
南省和鑫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43058101-2016年（武冈）字 0006号 8,000,000.00 2013290.42

隆回富源农
产品开发有
限公司

刘长军、曾玉兰、
隆回富源农产品
开发有限公司

43052401-2016年（隆回）字 0020号 5,500,000.00 1222443.7

洞口中天农
化有限责任
公司

刘世奇、杨碧云、
杨志高、蒋彩云、
刘金华、黄小连

43052501-2016年（洞口）字 0008号 3,799,306.61 935734.11

洞口雪峰贡
米有限公司

许迪杰、刘丽珍、
洞口雪峰贡米有
限公司

43052501-2012年（洞口）字第0009号
43052501-2016年（洞口）字第0003号
43052501-2016年（洞口）字第0012号

55,266,295.61 12350592.83

12877266.89
湖南大成粮
油购销有限
公司

邵阳市宝庆福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曾向
东、 蔡旭华、湖
南大成粮油购
销有限公司

43052201-2012年（新邵）字第0004号
43052201-2016年（新邵）字第0028号 47,497,780.73

湖 南 朝 阳
机 电 股 份
有限公司

湖南省朝阳重工
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衡阳市朝阳
汽车配件制造有
限公司、衡阳市
朝阳动力机械有
限公司、李映红、
湖南朝阳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

43042401-2015年(衡东)字 0004号
43042401-2016年（展）字 0002号
43042401-2014年（衡东）字第0003号

116,899,477.33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 12 月 24 日

抖音发视频讨债
反被热心“民警”骗走7万多元

出租、出售、出借银行账户
（卡）、手机卡的行为不仅对个人
身份信息、 财产安全造成隐患，
以此获利的行为更可能涉嫌诈

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面
临法律惩戒。 提醒广大市民，不
要被眼前的蝇头小利迷惑了双

眼。同时，也敦促已出租、出售、
出借银行账户（卡）、手机卡的人
员，主动到银行、通讯运营网点
注销开户。

法官说法 出租、出售、出借账户可能被法律严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