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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民族资产：
40年老骗术借网还魂
聚集的大批中老年人已经
一个编造的“慈善富
离开。一份国家体育场有
民总部”机构，以“解冻民
限责任公司的官方声明张
族资产”为幌子，连日来忽
贴在鸟巢售票处旁，声明
悠全国各地的受骗者前来
强调4月24日至25日期间，
北京鸟巢“领钱”。4月25日
并无任何场地出租给任何
鸟巢暂停参观一天，此前
在此聚集的大批中老年人 “慈善大会”活动，园内也
循环播放着关于市公安局
已离开。记者从受害者家
的辟谣消息。此外，国家体
属处了解到，此次来京参
育场工作人员表示，
4月25
加“富民大会”骗局的亲属
日鸟巢参观暂停一天。
已经陆续返乡。
熊 小 姐 告 诉 记 者 ，她
公 安 部 4 月 25 日 通 报
的母亲也从山东来到北京
称，近日公安机关一举打
掉14个以“民族资产解冻” 参加活动。熊小姐说，母亲
离开山东老家到北京时并
为由的诈骗犯罪团伙，抓
没有告知原因，她24日早
获犯罪嫌疑人204名，初步
晨在网上看到“鸟巢领钱”
查 证 涉 案 金 额 超 过 7.3 亿
的骗局后才意识到母亲此
元。记者了解到，
“ 民族资
行的目的。之后熊小姐给
产解冻”诈骗犯罪由来已
母亲打电话询问此事 。
25
久，在互联网时代，这个已
日，熊小姐称，接到母亲电
存在超过40多年的骗术手
法不断翻新并愈演愈烈， 话说“这次活动取消了”，
25日下午就坐火车赶回山
导致大量群众上当。
东。

进展
被骗来京者陆续返乡

近期，有消息称“慈善
富民大会”将于4月24日、
25日在鸟巢召开，参与者
只需交纳10元钱就可在活
动现场领取5万元慈善金。
北京警方很早就辟谣
称“此系不实传言”，同时，
河北、天津等多地警方也
先后发布消息告诫群众切
勿上当受骗。然而，4月24
日仍有大批中老年人拎着
行李聚集在鸟巢等待“领
钱”
，直到当天晚上，他们
等待的“领导”一直没有现
身，说好的包食宿也没人
负责，这才陆续被警方劝
离。
4月25日，记者在鸟巢
附近探访发现，此前在此

揭秘
“每天举行爱国晨会”
对于这次“鸟巢活
动”
，熊小姐表示，前一段
时间母亲所在的一个微信
群里发通知称，要大家买
票到北京参加“大会”，并
承诺报销来回的车费和住
宿费用，到时候现场会给
大家每人发5万元钱。
熊小姐回忆称，自从
母亲加入了一个微信群之
后，
“ 每天都在忙活”
。熊小
姐观察发现，母亲所在的
微信群里，每个参与者的
微信头像都必须使用自己
的一寸照片，并且要把自
己的身份证号和任意一张
银行卡的卡号发给负责
人。

这个微信群里的成员
都是由熟人相互介绍而
来，最开始的时候不用交
钱，负责人向熊小姐母亲
这样的参与者承诺将来会
成立公司，并让他们成为
公司的董事。但是后来就
慢慢要求每人在群里发10
元或者20元的红包。
记者从受害人家属处
了解到，在微信群中仪式
感极强。曾经进入诈骗团
伙微信群暗访的淮南市公
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副大
队长高峰也证实：
“ 群里有
群规，每天都在固定时间
举行所谓爱国晨会，仪式
感很强，还有导师不停地
进行推送与介绍。
”
高峰说，入群必须熟
人推荐。当有人提出质疑，
会有专人与其沟通，在安
抚的同时告诫“干大事要

有耐心！
”
熊小姐记得母亲在微
信群中认识的一位刘阿姨
已经投入了十多万元，但
是至今一点回报都没有得
到。

调查
老骗术为何愈演愈烈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起，一些不法分子虚构中
华民族历史上各朝代灭亡
时为日后王朝复辟保存了
巨大财富，以及国民党溃
败台湾时在大陆和海外遗
留了大量资产，这些财产
数以兆亿计。
这一历时超过40多年
的骗术，从以前的口口相
传到如今“插”上互联网的
翅膀，手法不断翻新并愈
演愈烈，使大量群众上当

25日，公安部通报称，
受骗。
针对当前假借“民族资产
“以红头文件形式推
“ 爱心慈善”
、
“ 精准
广关于民族大业等项目， 解冻”、
扶贫”、
“ 养老”等名义实施
承诺购买不同项目会有丰
诈骗犯罪快速蔓延的情
厚的受益。”淮南市公安局
况，从2016年10月开始，公
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周斌介
安部组织部署全国涉案地
绍，
“
‘民族资产解冻’的诈
公安机关持续开展专项打
骗早已有之，这次是以慈
击工作。
善的名义新瓶装旧酒。
”
截至目前，共打掉犯
“其实，对于这样的巨
罪团伙14个，抓获犯罪嫌
大回报，受害人也并不是
疑人204名，初步查证涉案
完全相信，但往往侥幸地
设想万一真的兑现了呢？” 金额逾7.3亿元，成功破获
了“三民城”
、
“ 巨龙国际”
、
周斌说，一旦发现受害人
半信半疑，诈骗团伙成员 “5A级扶贫养老项目”等一
批重大诈骗案件，专项打
就千方百计给其洗脑。
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很多时候，一旦迷进
公安部还专门成立专
去真的很难出来。”犯罪嫌
案组严厉打击此类诈骗犯
疑人武某某说。
罪活动，部署指挥广西、安
个案案值小、涉及地
徽、江苏、山东等14个重点
域广、被害人众多是此类
地区刑侦和网安等部门开
案件的特点，公安机关在
展侦查打击工作，同时将
办案中很大的一个难点是
安徽淮南张某某“巨龙国
“受害者众多却极少人报
际”案、江苏盐城温某某
案”。办案民警说，由于投
资门槛低、损失不大，多数 “5A级扶贫养老项目”案、
江苏南京金某某“民族大
受害人觉得如此被骗很丢
业扶贫项目”案、广西百色
人，往往选择吃哑巴亏。
廖某某“民族资产解冻扶
办案民警介绍，这是
贫项目”案列为公安部督
一种集返利、传销与诈骗
办案件。
为一体的混合型犯罪。专
近年来，多个犯罪团
案组总结为“电信诈骗＋
伙假借慈善、投资、扶贫、
传销＋时事政治”的连环
养老的名义，围绕“民族资
套，极具诱惑性和欺骗性。
产解冻”的噱头进行诈骗
活动。公安部刑事侦查局
相关负责人提醒投资者，
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
不要有一夜暴富的想法，
4月24日，北京警方针
面对可疑并承诺巨额回报
对“鸟巢慈善活动”作出通
的投资理财项目，要高度
报称，天津等地公安机关
警惕，向相关部门核实了
打掉了一个编造“慈善富
解，切不可相信有所谓“民
民总部”机构，以“解冻民
族资产秘密解冻”
、政府公
族资产”为由实施诈骗的
犯罪团伙，抓获了陈玉英
办不公开的企业存在。
等31名犯罪嫌疑人。

通报
已打掉14个诈骗团伙

（据《北京青年报》）

高铁盒饭价格缘何居高不下？
高铁盒饭价格过高问
题，近年来成为社会热点
话题。高铁盒饭价格缘何
居高不下？华商报记者调
查发现，按照高铁出售的
快餐份额比例，20元 的 包
子套餐成本在6元左右，45
元的杏鲍菇炒牛肉饭成本
最高只有16元，而15元套
餐的成本仅为5至7元……
高铁盒饭存在着惊人的暴
利。
高铁盒饭久遭舆论诟
病，低价盒饭“断供”问题
尚未解决，现在又爆出盒
饭暴利问题。有些账真是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以高铁上的包子套餐为
例：两个包子、一个鸡蛋、
一杯豆浆，售价20元。而在
市面上，肉包子2元一个、
鸡蛋1元一个、豆浆1.5元至
2元一杯，这组套餐的售价
只有7元左右。考虑到餐饮
业的利润不低于40%，所以
这组套餐的成本不足5元，
加上包装也只有6元，在高
铁上却卖20元一份，说这
是暴利恐不为过。
高铁盒饭何以存在并
且能够维持暴利？根本原
因在于垄断且缺乏有效监
管。高铁与机场、车站、景
区、高速公路服务区一样，

是相对封闭的场所，市场
开放程度有限，不能形成
充分竞争，无法通过竞争
让价格回归合理水平，因
而导致“市场失灵”
。在高
铁上，卖盒饭的只此一家，
别无分店，乘客固然可以
自带食物，但只要想吃热
乎的盒饭，就得被迫接受
高价，没有“货比三家”的
余地，没有“用脚投票”的
权利。于是，高铁上的盒饭
便有了“质劣价高”的底
气。
市场经济之下，政府
对价格的监管是“两条腿
走路”：对于充分市场化的

产品和服务，由商家自主
定价；对于具有垄断性质
的产品和服务，由政府定
价或实行政府指导价。但
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特
殊区域，原本市场化的产
品或服务，也会呈现出或
多或少的垄断属性。餐饮
就是如此，政府早就放开
了餐饮价格，对于遍布于
大街小巷的餐饮店，价格
放开没什么问题，只要商
家明码标价即可；但是，机
场、景区、高速公路服务区
等特殊区域的餐饮店，如
果政府对其价格放手不
管，便会出现“天价面”
“天

价水”
，损害消费者权益，
虽然江苏省的规定对
这已经为事实所证明。同
高铁盒饭并无约束力，但
样为事实所证明的，当然
这一做法无疑值得借鉴。
还有高铁盒饭的暴利。
高铁盒饭价格不能由相关
这不禁让人想起最近
承包企业自主定价，而应
江苏省出台的 《相对封闭
该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
区域内商品和服务价格行
导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为规范》，其中明确规定， 以及中国铁路总公司，要
相对封闭区域内的经营者
对高铁盒饭价格进行更有
或者管理单位应当合理定
力的干预和监管，不妨也
价，而所谓“合理定价”，就
明确规定，高铁盒饭价格
是“不高于市场平均价”。 “不高于市场平均价”
。铁
如果按照这一规定，高铁
路本就具有公益属性，
保证
上包子套餐的售价应为八
乘客吃上质优价廉的盒饭，
九元(其中已经包含合理利
不通过盒饭谋取暴利，
这是
润)，其他高铁盒饭的价格
有关部门和承包企业应尽
也应该大幅下降。
之责。

（据《检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