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价购车”是幌子
“名车汇”套路满满

案情：2018 年 4 月 3 日，呼伦贝尔扎兰屯市
公安局经侦大队侦破“喜善理财名车汇”特大
网络传销案并在全国成功发起集群战役，案件
涉及全国 2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案金额
8355 多万元，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6 人，其中我
区抓获犯罪嫌疑人 9 人，冻结银行账户 312 个。

经查，2017 年 3 月至 12 月间，犯罪嫌疑人
曹某某、王某某利用“喜善理财名车汇”平台，
通过招商会、工作室、互联网、微信等方式向社
会宣传“半价购车、高额返利”，收取高额入门
费，以销售奖、开拓奖等奖励计酬，刺激会员不
断发展下线，骗取巨额财物，被犯罪嫌疑人曹
某某、王某某等传销骨干人员非法占有。

该传销组织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其行为
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罪。

公安机关提醒：近年来，不法分子打着“一
带一路”“消费返利”“电子商务”“金融互助”“虚
拟货币”“养老扶贫”“网上创业”的幌子从事非法
网络传销活动，广大群众要切实提高守法意识和
风险意识，防止从上当受骗者成为参与传销的违
法人员，损害个人信用和声誉；要理性选择合法
投资渠道，不要被所谓“快速致富”“高额回报”诱
惑；要多方了解投资项目，对网上宣传的基金、股
权等，应通过证监、银监、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核
实，了解国家对其是否设定准入门槛、有无限制
性规定等；对发现和掌握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线
索，可积极向当地公安机关举报。参与传销属违

法行为，其权益不受法律保护，风险自担，责任自
负。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
予以严厉打击。

如此“代办”暗藏玄机
刷卡刷出黑产业链

案情：2016 年末，通辽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在部署打击银行卡犯罪工作中了解到，在通辽
市，通过刷卡套现和代还信用卡进行非法经营
的犯罪活动频现，已发展形成从代办信用卡、
违规办理 POS 机到刷卡套现的地下黑色产业
链，严重破坏了通辽市金融秩序，干扰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

通辽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经缜密侦查，于
2017 年成功破获一起使用 POS 机虚构交易、
虚开价格，为他人大量刷卡套现的非法经营
案，打掉了一个盘踞在通辽市的刷卡套现窝
点，抓获犯罪嫌疑人刘某，当场查获用于刷卡
套现的手机 2 部、POS 机 25 台、验钞机 1 台、涉
案银行卡 451 张、现金及大量的签购单等作案
工具。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来，通辽市首例、
也是最大的一起利用 POS 机套现的非法经营
案，查明从事刷信用卡套取现金和代还信用卡
透支款金额达 3146 万元。2017 年 10 月，通辽
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嫌疑人有期徒
刑 3 年。

公安机关提醒：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违反国家
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 机）等方法，
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
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以非法经
营罪定罪处罚。

骗身份证办空壳公司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案情：2018 年 5 月 12 日，巴彦淖尔市公安
局接到国家税务总局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税务
局移送线索称：一伙外地人涉嫌在当地成立空
壳公司，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接到线索后，巴彦淖尔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立即开展案件调查工作。经查，2018 年 2 月以
来，一犯罪团伙（河北籍）通过当地小额融资公
司介绍，以办理贷款为由，骗取当地 14 位农民
身份证等资料，并用这些身份证信息在巴彦淖
尔市地区注册成立了 14 家企业，到税务机关领
取了 1191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接着将上述发
票虚开到河北、山西、山东、辽宁和我区等共 17
家企业，涉案金额达到 1.1 亿元，税额 1900 余
万元。截至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 41 人。

公安机关提醒：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
指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制度，没有货物销售或者
提供应税劳务而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
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的行为。广大群众切莫在没有真实交易的

情况下虚开、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
要保护好个人信息，谨防被他人骗取后进行违
法犯罪活动。

又卖酒来又开酒店
高利是假骗钱是真

案情：2015 年，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公安分
局在工作中了解到，杨某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
规，未经国家金融主管部门依法批准，以代理
经销“郎”牌白酒和投资酒店为由，承诺给付月
利率 2.5%至 3%的高额利息为回报，向 94 名集
资参与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计 1.36 亿余元。

案发后，犯罪嫌疑人杨某逃匿，似乎“人间
蒸发”，公安机关对其进行网上追逃。东胜区
公安分局经悉心侦查，终于在 2016 年春节期
间，在东胜区将在集宁、呼和浩特、东胜三地躲
避两年之久的杨某抓获，成功破获了这起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案。

民警从杨某身上查获了手机6部、涉案银行
卡若干张、现金及逃匿期间使用的车辆一台。
2018 年 8 月 2 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判处杨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0万元。

公安机关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
确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
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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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以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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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以来，全区公安经侦部门严厉打击严密防范各类经济犯罪活动，狠抓执法质量，强化信息化建设，健全体制机制，提升队伍素质能力，有力维护了市场
经济秩序，保障了社会大局稳定，锻造了内蒙古经侦“铁军”品牌。

以打开路
构建全方位作战体系

2018 年 4 月 3 日，呼伦贝尔扎兰
屯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侦破“喜善理财
名车汇”特大网络传销案并在全国成
功发起集群战役，案件涉及全国 26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涉案金额 8355 多
万元，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6人。

过去一年，全区公安经侦部门严
厉打击各类经济犯罪特别是涉众型
经济犯罪，全年共受案 4172 起，立案
3419 起，破案 2653 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 2400 名，涉案总金额 175 亿余元，
挽损 11.8 亿余元，有效遏制了经济犯
罪高发势头。同时，按照公安部的部
署，依托云端主战模式，深入开展了

“打击非法集资”“打击利用离岸公司
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联合
整治网络传销”“联合打击虚开骗税
违法犯罪”“猎狐 2018”等专项行动，
严防经济犯罪诱发金融风险，有力维
护了全区社会大局稳定。

针对涉众型经济犯罪，全区公安
经侦部门以全国开展的“打击非法集
资”和“联合整治网络传销”专项行动
为抓手，严厉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
全年共立案 359 起，破案 252 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 371 名，涉案金额 17 亿余
元，挽损 6.2 亿余元，成功打击妥善处
置了“钱宝系”“善林”“云联惠”“蓝天
格瑞”等重特大涉众型经济犯罪案
件，有效防止了经济犯罪风险向金融
领域甚至政治安全领域传导转化，维
护了全区社会稳定。

此外，针对涉税大要案件高发的
严峻形势，全区公安经侦部门结合全
国“联合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专
项行动，联合全区税务部门，加强深
度预警研判，严厉打击涉税犯罪，全
年共立 237 起，破案 170 起，涉案金额
125 亿余元，占全年全部经济犯罪涉
案金额的 71% 。

与此同时，全力开展境外追逃工
作，全区公安经侦部门坚持“有逃必
追、一追到底”的原则，以“压存量、控
增量、追逃追赃并举”为目标，全力开
展“猎狐 2018”专项行动，全年共抓获
11 名境外逃犯。

深化监督
促进经侦执法规范化

针对经侦案件执法工作实际，自
治区公安厅经侦总队以贯彻落实《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经济
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为契机，推进
全区经侦执法规范化建设。

加强培训教育。经侦总队和盟
市支队分别组织全区经侦业务骨干
开展了学习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
若干规定》的专题培训班，学习了有
关立案撤案、刑民交叉、强制措施、涉
案财物、办案协作等规定，更新了执
法理念，为提升全区经侦系统执法规
范化水平奠定了基础。

规范案件督办。经侦总队制定
了全区经侦部门督办案件上报流程，
加强对督办案件审核把关，完善了督
办案件相关考核扣分制度，确保了督
办案件能够切实有效侦办。2018 年
年全区共督办部督案件 2 起，厅督案
件 31 起。

加强风险防控。经侦总队以自
治区公安厅名义印发了《全区公安机
关关于规范重大、敏感、跨区域经济
犯罪案件侦办工作的通知》，严格了
侦办经济犯罪案件特别是重大、敏
感、跨区域案件的程序规定，加强了
对在侦案件舆情分析研判工作。

加强执法监督。经侦总队组织全
区经侦部门积极开展执法巡查、个案
评查、信访核查和专项整治等执法监
督活动，通过听取汇报、现场阅卷评
查、走访座谈等多种形式，重点监督了
存在的三类重点突出问题并通报全区
对照整改，取得良好的执法效果。

两年锻造
突出数据化实战效果

为适应新时代打击经济犯罪形
势，自治区公安厅经侦总队组织全区
公安经侦部门落实公安部经侦局“两
年锻造全新警种”工作规划，提升全
区经侦数据化实战能力。

为了全面提升经侦队伍数据化
实战的硬件水平，经侦总队依托我区

“智慧公安”信息化建设项目，推动搭
建内蒙古经侦综合应用系统，完善违
法犯罪资金查控平台。

为了提高队伍数据化实战能力，
经侦总队组织全区公安经侦部门以
举办培训班、集中调训等形式，培养
全区经侦情报导侦骨干力量，提升全
区经侦民警数据化实战业务能力。
在鄂尔多斯市人民警察训练学校举
办了为期两天的全区公安经侦指挥
员暨情报导侦业务骨干培训班；开展
了为期三个月的全区经侦情报导侦
骨干集中调训活动。

同 时 ，为 了 增 加 民 警 的 实 战 经
验，经侦总队组织全区公安经侦部门
开展“论剑 2018”经侦数据化情报导
侦大比武活动，在反洗钱、财税、网络
传销三个领域进入全国预赛，在反洗
钱领域获得了全国三等奖。为深化

全国经侦数据化实战比武成果应用，
经侦总队积极组织开展全区经侦数
据化实战比武活动，得到自治区公安
厅及其它相关单位高度肯定。

密切协作
全面提升打击水平

自治区公安厅经侦总队针对全
区经济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积极推
动与自治区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以及
公安厅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协作，建立
健全打击经济犯罪新机制，提升打击
效果。

推动建立情报导侦联勤中心机
制。根据公安部经侦局下发的《“两
年锻造全新警种”工作规划》和《省级
经侦部门情报导侦联勤中心工作规
范》的要求，经侦总队经研究并广泛
征求意见，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经
侦情报导侦联勤中心建设方案》，提
交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审议通过并推
动落实。

推动健全全区金融风险监测机
制。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突发性金融风
险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要求，
经侦总队按照自治区公安厅领导指
示，结合全区金融风险情况研究制定
了《全区公安机关突发性金融风险事

件应急处置预案》，并印发给全区公
安机关遵照执行，推动健全全区金融
风险监测机制。

推动建立打击外汇领域违法行
为联合办案协作机制。经侦总队推
动自治区公安厅与国家外汇管理局
内蒙古自治区分局建立联合办案协
作机制，共同打击外汇领域违法行
为，进一步提升打击外汇领域违法行
为的能力和水平，维护国家正常外汇
管理秩序。

加强队建
提高队伍履职能力

自治区公安厅经侦总队积极适
应我国经济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有
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全力
从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高
度，努力加强经侦队伍建设，提升队
伍履职能力。

为了加强队伍政治建设，经侦总
队依托“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
织生活会等制度，深入开展了“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组织经侦民警认真
学习了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国
共产党章程》和新修订的《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强化了经侦队伍政治纪律。

此 外 ，围 绕 经 侦 岗 位 廉 政 风 险
点，针对易引发经侦民警出问题的环
节，经侦总队制定了《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意见》和《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点任务分解》，严
格落实“两个责任”“一岗双责”，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筑牢经侦民警拒腐防
变的思想和行为防线。

为加强队伍作风建设，按照自治
区公安厅党委的工作部署，经侦总队
深入开展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十种表现”和“四官”问题活动，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
从内务管理、值班备勤、办公用房、车
辆管理、印章管理、办公用品申领、费
用报销、借调人员管理等方面强化各
项纪律规定，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良好
警风。

同时，经侦总队还进一步强化党
建工作，按照自治区公安厅机关党委
的要求，积极开展星级党支部创建活
动，将“与民同心 为您守护”为主题
的“5·15”宣传日活动确定为特色党
建活动，推动加强全区打击和防范经
济犯罪宣传，提升人民群众识假防骗
意识。积极开展“爱警周”相关活动，
组织经侦民警观看文献纪录片《您一
定不要错过》，参观了内蒙古博物院、
自治区看守所等廉政教育基地。

2019 年，全区公安经侦部门将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做好打击和防范
经济犯罪工作，依法保护广大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坚决维护市场经济秩
序，保障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为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经济
社会环境。

创新思路 五力齐发 稳定市场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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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良

民警向群众发放宣传材料。

第十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呼和浩特宣传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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