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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因恩(施)建(始)高速公路与G50沪渝高速公路进行对接施工，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道路通行的影响,2018年8月
11日至2019年6月30日，G50沪渝高速K1343+000M-K1366+400M施工路段（湖北恩施段)实施单幅双向通行交通管
制措施，高度4.5米、宽度3.5米或长度18米以上的大型车辆全天禁止通行。请重庆前往上海方向超限车辆，由重庆市
垫江县太平互通绕行G42沪蓉高速公路或在长江重庆港换乘滚装船；请上海前往重庆方向的超限车辆，由宜昌市安
福寺互通绕行G42沪蓉高速公路或在长江宜昌秭归港换乘滚装船。

请广大司乘朋友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恩（施）建（始）高速公路对接G50沪渝高速公路
施工公告

建恩高速公路第二标段中铁十九局项目经理部
2018年8月2日

钟秋萍，39岁，职业学校毕业，卖
过7年汽车、3年保险，和丈夫做过小
额贷款业务。

她交代，去年听朋友说做这种平
台赚钱快，当年12月便开了一个，叫
亿盛国际。由于客户投诉越来越多，
今年4月她把一些客户和数据转移到
亿星国际，亿盛变亿星。

警方查明，亿星客户上万人，涉案
金额3000多万元。亿盛客户5万多
人，涉案金额9000多万元。

抓捕前，钟秋萍每月获利160万
元-180万元。抓捕当天，平台交易额
达亿元。每笔交易按2%提手续费，
一天手续费200万元。其中代理商一
般分1.2%-1.3%，平台公司得0.7%-
0.8%，“代理商不同，谈的价格也不
同，系统会自动扣除。”

钟秋萍承认她干的就是诈骗的营
生，嗜利若渴。

她以及所有员工的手机号、微信
号都是在网上花钱买的，无一真实，

“这样做是为了不暴露我们的真实身
份。”她说，“公司所有人，销售人员、
风控人员、财务人员都明白自己是在
诈骗。代理商也是直接对客户诈
骗。”其实，炒外汇期货，她既无资质
又无牌照。

如何实施诈骗？就4个字：操控
涨跌。盈盈本来买的涨，按走势也该
涨，但后台的风控人员私自调整数据，
涨一下变为跌，盈盈从赢变输。

一个平台炒什么是次要的，有的
炒黄金白银楠木，还有的炒玉石原油，
更有炒大米的，什么东西都可以被他
们拿来炒，可以肆意修改数据，操控大
盘，这是诈骗的核心事实。

亿星国际平台运营按层级设计，
最下层是大量业务员，遍地寻找可能
上钩的人，鼓动这些地人注册成为会
员。业务员上面是组长，再上面是代
理公司的经理，经理上面就是平台公
司老总。最顶层则是软件开发公司。
亿星有两个重要部门：一是财务部门，
掌控资金；二是风控部门，悄悄修改数
据，操控你输赢。

财务部门掌控资金的“入境”和
“出境”，操作流程是这样的：“入境”，
先是客户与业务员联系，准备打款充

值（支付宝和微信皆可），转款后，截
图发给业务员，业务员把截图发给组
长，组长再发给他的上一级经理，经
理最后发给财务部门，财务人员看到
后，才把资金加到该客户在平台的账
户上。“出境”操作与此类似，同样要
层层过关。

一般不会允许“出境”，所以盈盈
才取不出来那100多元。客户的钱或
者在平台上玩完，或者烂在里面。

风控部门有十几个人，一旦发现
有客户赚得太多了，立即对他采取风
控，俗称杀，又叫杀猪。怎么杀？一般
由代理公司的组长发起风控请求，他
怎么发？很简单，就在系统里面备注，
采用专业暗号，有的公司暗号是鱼油，
也就是说，只要备注有“鱼油”二字的，
就予以风控，让他输。为了便于人员
管理，亿星招的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
人，“年龄大的不好控制。”

一般来说，这样的平台存活区区
两月，很多一个月就倒了，因为大家
很快发现是骗局，加速退出，经营者
或者被打掉或者关门跑路。为何亿
盛、亿星可以持续半年之久？警方介
绍，其奥秘之处在于杀客户（也就是
风控）技巧。内部特别制定规章制
度，对客户不能杀太狠，不能一刀砍
死了，如果哪个杀狠了，还将受到处
理。比如客户投100万，第一天杀60
万，第二天再让他赢点，然后找机会
又杀。这给客户一种想象：输，是因
为自己手气不好。客户即使不想玩
了，也不会举报。

钟秋萍交代，如果客户下单均匀，
输赢均匀，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一般不
会对其采取风控，一方面可以避免客
户投诉，有时让客户自由玩，我们赚手
续费也是不错的；另一方面，风控人员
也不必那么劳累工作，不需要忙个不
停地改数据，“如果遇到有人利用我们
软件漏洞来赢钱的，我们会立即把他
踢出去。在风控上，我们要求单对单
操控，不准群操，也就是说，不能一次
对所有人风控。”傻子才会去群控，那
不是要搞死平台吗？

（考虑到多位办案民警工作的特
殊，文中没有提及他们的姓名。文中
嫌疑人均为化名。）

重庆警方破获大案揭秘微交易罪恶坐庄

（上接A01版）

重庆警方
提供宝贵经验

警方发布这个诈
骗案，根本目的是提醒
市民不要上当受骗。
但为什么那么多人抱
着钱疯狂而去？

办案民警认为，是
贪婪和无知。这二者
在现实生活中有着深
刻的关联性——因为
贪婪而变得无知，因为
无知而更加贪婪。很
多人不知道风控这个
秘密，怀揣试一试、赌
一 赌 的 心 态 溜 了 进
来。亿星国际的服务
器布置得很复杂，目的
在于让几万客户使用
起来流畅，玩得爽。其
交易频率非常高，不断
买，不断地赢或输，人
的欲望不断被挑逗、刺
激，慢慢地，开始脱离
正常轨道，最终对赢钱
的欲望演变为对这种
欲望的欲望。这是更
高形式的享乐，但后果
是他可能被玩得唯剩
一条内裤。

新型网络诈骗越
来越高科技化，高科技
让微交易更具迷惑性
和隐蔽性，大众难以辨
别真假。不得不说，重
庆警方这次成功侦破
为今后全国各地打击
类似案子提供了经验，
宝贵的经验。

办 案 民 警 认 为 ，
案件侦破工作最大亮
点是对整个犯罪链条
的全打击，从最下面的
业务员到代理公司、平
台公司、软件开发公
司一锅端，类似案子
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有
过，但像江北区公安
分局这样打到软件技
术公司，打得彻彻底
底的，实属罕见。

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微交易犯罪手法低
端，平台系统高端。办
案民警提到，对亿星国
际这个平台，软件开发
公司舍得花血本，当成
一份事业来做，投入30
万元优化，采用多种新
型高端互联网技术，致
使真实的数据可以一
直隐藏在背后，藏匿在
让人永远难以发现的
阴暗角落。

这是特别令人痛
心的地方，科技成为他
们惟利是逐的工具。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他
们都是败德者。

有人提前抓人

盈盈报案的时间太巧了。原来，
江北警方紧盯微交易好几个月了，亿
星国际正进入民警视野。

江北区公安分局网安支队把
打击亿星国际这样的网络交易平
台作为 2018 净网行动的重要工
作，经过反复研究、全面跟踪，已初
步摸清这些平台的组织架构、运营
方式。

盈盈报案的第二天，5月24日，江
北区公安分局召集刑警和网安支队一
起研究案情发现，相比过去打掉的那
些非法交易平台，现在的非法平台更
先进，架构更复杂。

警方还发现，沿海一家公司代理
亿星国际的业务。专案组当即成立，
通过客服-小佳一层一层往上查，逐
步绘出平台架构，同时发现亿星国际
的后台在沿海两个城市。

亿星国际的组织架构草图迅速描
绘出来，专案组初步侦查发现。“这是
一家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富有经验、
敢于冒险、参与人数多、危害较大的平
台公司。”专案组民警说。

警方调查发现，非常平台交易主
要在手机上进行，只要拿到平台交易
数据，就可以从中找到诈骗事实。

5月25日，专案组民警奔赴沿海
其中一个城市拿到数据，但庞大的数
据打开一看，只有登录日志，没有具体
交易情况，连一次交易记录也没有。

“看来别人背后有电脑高手。”专
案组分析。

在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领导
下，侦破工作收获颇丰，警方掌握了
亿星国际平台以及代理公司的不少
重要情况，很多证据指明“诈骗成立，
数额不菲”。

很快，初步抓捕方案形成，决定出
击沿海两个城市，5月30日收网。

近百名警察抽调完成。5月 26
日，专案组几位民警先期抵达亿星平
台所在城市，联系当地警方，进一步摸
清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制订更准
确的抓捕方案。

由于前期充分、扎实的研判，一切
都按预估的线路进行。但5月29日
下午，抓捕头一天出现重大变故——
有警察提前抓人了。原来，在重庆办
案民警到达之前，东北某市近300名
警察已经到了。“和我们一样，也是奔
微交易来的。29日，他们突然行动，
抓捕了一家平台公司和一家软件技术
公司的部分高层和员工。对他们的这
次抓捕，可以简称为29号行动。”专案
组介绍。

29号行动传递出一个重大信号：
平台公司之外还有软件技术公司。案
情更清晰了，亿星国际属于一个平台
公司，下面是代理公司，上面还有相对
独立的软件技术开发公司。

29号行动之后，专案组得知，亿
星国际老板钟秋萍通知员工暂时在家
上班，软件技术公司放假一周，只有代
理公司没有动静。

专案组分析，钟秋萍已通知软件
公司技术人员删除交易数据，企图毁
灭证据。

一下抓回79人

29日晚，专案组彻夜讨论方案。30日还行动吗？
如果不行动，什么时候再行动？

抓！专案组最后决定行动不变。
陈警官等人负责抓“一号”和“二号”，即钟秋萍和

她的丈夫陈某某，住在当地一处别墅区。
次日上午8时过，20多位民警迅速包围了钟秋萍

住宅。这是一栋大别墅，非常豪华。透过落地玻璃，可
以看见屋内有人慌慌忙忙，跑来跑去，还听到有打电
话，焦急喊“快跑”“删数据”。

陈警官敲门，钟秋萍丈夫开了门，他戴着眼镜，很
有些紧张。民警立马控制住他。

警方发现，钟秋萍家里有4台电脑，但是已经删得
一片干净。钟秋萍耍横了，质问民警为何私闯民宅。

很快，民警在床垫下面找到一些账单、文件和一部
手机，又在3楼厕所垃圾桶里找到没来得及销毁的文
件和另一部手机。

3楼卧室外面露台有一间小房子，连接小房子和
卧室的是一条只能容一人通过的窄窄小巷子。民警慢
慢穿过小巷，在小房子角落发现一包银行卡和优盾。
东西包得整整齐齐的，银行卡有40多张。

钟秋萍看到这些东西，一下安静了。
接近下午5时，48名嫌疑人归案，安排在4辆大巴

上，准备启程连夜赶回重庆。
还差两个，是钟秋萍的远方亲戚。办案民警给两

人打电话：你表姐已经被抓了，你在她的公司工作过，
希望你来说说情况。对方一个约定在机场附近的派出
所见面，“另一个在几十公里外，她说马上过来，叫我们
一定要等到她，几车人一直等了她一个多小时。”

在另一个城市的实施行动没有这么顺利。这家代
理公司的老板姓杨，安徽人。专案组民警到达那个城
市的前一天，公司已经放假，所有员工集体到外地旅
游，公司统一买票。临行前，杨某没收了每个员工的手
机。“这些人很狡猾，员工全部住宾馆，四个主管躲在其
他地方。毫无悬念，最后一网打尽。”专案组介绍。

这次行动共抓捕79人，回到重庆的4辆大巴依次
停在江北区公安分局大门外路上，嫌疑人依次走下车，
那场面，让人颇有些难忘。

一场斗智斗勇的旅程

专案组好像大功告成，真是这样吗？
钟秋萍狡辩，她没有数据，也不知道到哪里

去找数据，亿星国际用的软件是从一个叫云软
的公司买的，与她对接的人叫泉哥。

陈警官没有随大部队回重庆，他要把警车
开回重庆，顺路在贵州逮一个漏网之鱼。5月
31日，正当他接近贵州时，专案组要求他立马
掉头去找泉哥。因为公司放假，泉哥在广东湛
江老家休息。

6月1日下午，陈警官赶到湛江，在当地警
方协助下，找到泉哥住址。

6月2日，其他专案组民警赶到湛江支援，
和陈警官一起找到泉哥。泉哥说：“我只是一个
技术客服，软件不是我开发的。”

“谁开发的？”民警问。
“张毅。”
“他在哪里？”
“离我家不远。”
泉哥打电话把张毅叫了出来，一起到当地警

方刑警支队。“听说警察抓了我们公司的人，公司
通知我们放一周的假，我就回家了。”张毅说。

“交易数据在哪里？”民警问。
“什么交易数据，我们没有数据。”
“是不是被你们删了？”
“没有，怎么删？”
经过与张毅斗智斗勇，张毅交代，大部分是

亿星国际前身亿盛国际的数据。但他一口咬
定，其他数据已被他删了。

专案组民警可不这么看。
在另一个房间，陈警官还在和泉哥聊天。

泉哥并不知道离他不远的房间内已是另一番天
地。有点晚了，他突然冒起火来，质问陈警官：
你凭什么问这么久，我要回家了。

泉哥准备骑摩托车回去。陈警官坚持送
他，很热情：“这么晚，骑摩托车不安全。”

陈警官目的很明确：一是稳住他，二是看他
具体住哪里。

情况特殊。专案组深夜临时决定，急派3位民
警坐次日清晨一班飞机到湛江支援。陈警官当晚
没有睡觉，上午8时多钟，开车去机场接援军。

差不多一个小时后，泉哥突然打电话给陈警
官：“你不是说今天要来找我吗，怎么现在还不来？”

陈警官说：“你把电脑带起，我们再聊一下。”
一会儿，陈警官开车把泉哥接到刑警支

队。一进屋，当场宣告对他的拘留。
泉哥和张毅一起被带回重庆。
陈警官累得实在不行，在湛江歇了一晚才

开车返渝。正当他开到广西境内，专案组再次

来电：张毅招了，他说有备份数据，一个移动硬
盘，在他家里，现在马上掉头到张毅家拿硬盘。

陈警官一路飞奔，径直赶到张毅家。“他妈
和他弟弟在家。这位妈妈50多岁，连普通话也
听不懂，更莫说重庆话。他的弟弟倒挺机灵的
样子，一直表现得很不高兴，一点不配合。”

专案组继续审张毅。他又招一句：记不清
硬盘究竟放在哪里了，可能在老婆的家里。

张毅弟弟再一次很不高兴地带民警来到嫂
子家。家里没人，更没有硬盘。

看来张毅还没有说实话。专案组只好采取
一个变通的办法：直接联系他妻子。

电话通了，对方居然说：我马上到重庆，飞
机就要起飞了。

“我们派人到机场接你。”民警说。
“算了。”张毅妻子拒绝。
“你知道硬盘在哪里吗？”
“我找一找。”她电话挂了，不说知道也不说

不知道。
当她下飞机时，已经有民警在等她了。
经查，她确实没有硬盘，只给她丈夫带了些

衣物。她说，不知道硬盘在哪里。她是来看张
毅的。

民警顺便劝她：不能窝藏罪证，真的不能。
如果你说了，也是帮助张毅。

她还是说不知道。
张毅这边，也说不出硬盘下落。他提到他

的一位徒弟，在广州，“难道是他悄悄拿走了？”
所有的人都很着急，好像东西就摆在面前，

但又不知道究竟放在什么地方。
马上到广州？陈警官觉得让子弹先飞一会

儿，这次不忙掉头，再等等。
6月5日清晨，办案民警突然接到张毅妻子

打来的电话：硬盘在我身上。出人意料的消息。

“是不是真的？”民警觉得很意外，她昨天一
下飞机就被请到刑警队，今天怎么突然有了硬
盘，她藏在哪里的？

“你不管嘛，我等会儿送到江北区公安分
局，在门口等。”

7时多，她带着硬盘来了。
原来，张毅的妻子和他父亲一起来的重庆，

两人在机场分开，各走各。
数据是加了密的，先解密，再导出来。
麻烦又来了。这些还只是一堆庞大的数

据，它们像一盆泼到地上的水，毫无规则、混乱
的一摊水。

如何让这些泼到地上的水变得有意义？只
有把它们在平台上真实呈现出来，才看得清，才
读得出背后的秘密，对诈骗事实才能一目了然。

数据自己不会跑到它的位置上去，也不会
说话。警方查实，整个亿星国际平台由张毅搭
建，钟秋萍租服务器，租好后把账号密码给张
毅。一个有效的办法是，让张毅再搭建一个亿
星国际运行平台，然后把数据导入上去，这个时
候，每笔交易的时间、数额、盈亏清清楚楚。一
堆死沉沉的数据像突然有了生命。

办案民警说，这个时候，东北某市警方也来到
江北区公安分局，急忙赶过来拷贝数据，“他们非常
感谢我们。不夸张，我们帮了他们一个大忙。”

其实张毅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前面提
到，亿星国际可以操控交易，那么，它们究竟如
何操控的？

这不是一两句话能够描述得清楚的，同样
需要真真切切在平台上演练出来。7月3日，张
毅弟弟来到重庆，开始搭建风控平台。

有了运营平台和风控平台，亿星国际好像
一下又活了，其犯罪事实昭然若揭。

7月6日，钟秋萍等19人被依法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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