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个小时被刷走3.81万元

责编：刘柏衡 组版：艾莉 校检：魏力张冬平

官方微博：新浪/腾讯@三秦都市报

2019年1月11日 星期五特别关注Ａ4
www.sanqin.com

理财 APP 承诺高额收益，甚
至推出一些项目可以按日结息，
一女子投入十多万元资金后，APP
突然打不开了。为求证是否被
骗，她从河南商丘赶到西安报警，
逗留多日竟发现，受害者涉及全
国各地百余人。

“2018年11月，我在玩手机的
时候，在一个微信公众号上无意看
到一则理财广告，后来就下载了该
理财广告的APP。”昨天，王女士当
着三秦都市报记者的面打开手机，
指着还未删除的名叫“中跃金服”的
APP说，这个APP从今年1月5日开
始出现异常，早上11点之前是系统
维护中，过了中午再点开后，显示的
信息便成了“数据不存在，请确认
APP ID是否正确”。

王女士说，她发现异常后心里
“咯噔”一下，赶紧进入微信和银行
卡系统，将自己所有的转账记录等
信息截图保存下来。“不知道这些信
息，能不能帮我找回那些省吃俭用
攒下的钱。”王女士难过地告诉记
者，她连从河南来西安求证的路费，
都是问朋友借的。

昨天，记者从王女士处了解
到，她起初也不太相信，有什么理财
能回报这么高，而且回报这么快。

“当时通过APP，翻看了很多关于这
家公司的注册资料等信息，显示公
司位于西安北郊凤城四路一小区

内，而且还在一些比较有权威的网
站上看到了关于这家公司的资料。
开始我只投了2000元本金，没想到
购买的一款产品，第二天就收到了
承诺的30多元结息。”

王女士说，看到真的有钱进
账，自己就失控了。随后的日子里，
她将所有积蓄和每天的结息都投进
去，直到出事。“这个APP里面，除了
每日结息外，还可以按照 3、5、7、9
天结息，其中最长的为两个月，到期
后才能结算。”王女士称，这个投资
理财项目，便利到不用办理任何手
续，只要给钱就能收到回报。银行
卡、支付宝、微信转账等各种形式，
都可以跟他们交易。

站在王女士一旁的李先生告
诉记者，自己老家在江西，从工作地
点郑州赶来，他不仅将自己的钱全
部搭了进去，还因高额回报的诱惑，
借了不少外债，共投入了 30多万
元，不料理财还没到期就出事了。

“眼看年关将至，如果还不上钱，过
年连家都可能回不去。“

他们告诉记者，这次来西安，
是为了找这个公司讨个说法，没想
到找到凤城四路这个地址，却被告
知这里只住着一对老年夫妇，根本
不是什么公司。目前，王女士与李
先生等人已向辖区凤城路派出所报
警，警方已介入调查。

本报记者葛兰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为了
让子女赢在起跑线上，家长们都选
择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徐先生
在西安市雁塔区翠华路看到一家
名为交大昂立的教育培训机构，经
不住老师的各种介绍，就给孩子报
了一个幼儿英语培训班，没想到的
是，这个培训机构任何办学手续都
没有，是一个涉嫌非法办学的培训
教学机构。

1月6日，记者以家长咨询的名
义来到翠华路玺岸广场四楼的交
大昂立教育，看到这里正在上课
中，有幼儿班，每名孩子大约在四
五岁，还有大一点上小学的孩子。
大厅里坐满了等待学生下课的家
长。一名王老师热情接待了记
者。他介绍，他们机构针对3岁到
18岁的孩子，培训有一对一、一对
三和班课的形式。他说可以先交
100元，带孩子来进行体验一对一
的授课，时长一小时，课后加一个
测评。他说：“你们放心，我们这的
老师都是我们机构培养的，是全职
授课，老师基本都有多年的授课经
验。”

随后又有一名年轻女子进来，
她建议记者给孩子报班课，一年费
用原价是11050元，前50名报名有
优惠，半价报名，一年下来是5525
元，一年170个课时，会学三本书，

一个月还有一次外教，外教老师都
是专门从国外请的老师。如果一
次性报两年还送一年的书费。

记者了解到，交大昂立教育总
部在上海，在西安已经有5家，雁塔
区这家才开时间不长，2018年11月
中旬才开业，目前已经有不少学生
在此上课。

1月8日上午，记者来到了西安
市雁塔区教育局，职成科的高科长
告诉记者，交大昂立教育的确没有
任何手续，他们将会勒令其暂停非
法教学活动，并会要求其向已经报
名的家长进行退费。

当日19时，交大昂立教育一名
自称负责人的刘姓男子向记者解
释，他们的培训机构确实没有办理
好相关办学手续和资质。“我们的
材料已经递交给相关部门，但还没
有审批下来。”他表示会马上停止
上课。但在当天晚上9点左右，有
学生家长给记者打来电话说，这家
交大昂立教育机构依然继续在为
学生们上课。截至记者发稿时，徐
先生说他并没有收到报名退款。
他提醒各位家长，在为孩子选择培
训机构时，一定到正规有手续有资
质的培训机构，以免耽误孩子的学
习。

文/图本报记者马昭王梅
实习生曹艺凡

今年27岁的王珊在西安一家公司做财
务工作，如果不是发生这件事，这几天她应该
在开开心心地给新居挑选家具，为即将到来
的婚期做准备。可现在，买家具的近4万元被
骗得一分不剩。她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
么办。

事情发生在1月7日中午。当时，她收到
一条邀请兼职的QQ消息。消息称，帮商城刷
销量提升业绩是他们公司的主营业务，兼职
者刷一单可获4%至8%的佣金，能上网有购
物经验即可应聘。想着利用工作间隙赚些兼
职费也不错，王珊按照对方指示刷了一单“试
水”。订单成交价100元，没过一会，对方便将
这100元本金及5%的佣金，返到了她的支付
宝账户上。

短短几分钟便有5元进账，放松了警惕
的王珊随后在对方指示下继续刷单。这次，
她选的是一个3单的任务订单，下单客服告诉
她，完成这 3单，可获 8%的佣金。一单 500
元，支付完1500元之后，王珊却没有跟第一次
一样很快拿到本金及返款，相反，客服又要她
支付一笔600元的订单。在其提供的聊天记

录里，三秦都市报记者看到，王珊质问客服“3
单不是已经都完成了吗”，客服用红笔圈出之
前发给她的任务称，“本次任务3单，第一单的
数量即有3件”，也就是说，王珊之前刷的3个
500元订单，只是完成了第一个任务，600元才
是第二个任务。无奈，她只能按照客服指示
完成了第二、第三笔任务的支付。

第三笔任务一单高达2000元，“套路”也
更深，数量标明两件之外，结算方式里又多了
条提示，称要注拍3次才能结算。而这3次注
拍，订单数量还不止一个。等王珊按要求完
成注拍付款，对方又用红笔圈出了任务里的

“双重”二字，告诉她以上操作还只是完成了
一重任务，还需要再支付1.2万元继续接下来
的任务，不然就无法提交结算。

接下来，对方又以“这次任务卡单了，必
须再完成一个1.2万元的解卡任务才能结算
返款”“解卡任务才激活 50%，还需继续激
活”等说法，要求王珊继续下单。从中午12
点多到下午4点多，短短4个小时，直到整整
3.81万元付了出去，她才终于醒悟，自己遇
到了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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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单”能赚钱?

女子陷入骗局
近四万元没了

500元，600元，1000元，2000元……整整3.81万元付出去，对方还
称需要再付1.2万元才能结算返款，王珊（化名）终于醒悟过来，这就是一
场精心设计好的骗局，帮商城刷销量是假的，高额佣金也是假的，兼职刷
单不过是这场网络诈骗的诱饵。在社交网络上，她将这次经历总结为“贪
小便宜吃大亏”，有人将她拉到了一个受害者群里。在群里她发现，跟她
一样遭遇类似刷单陷阱的，竟多达200多人，涉案金额逾200万元。

昨天，王珊向三秦都市报记者描述她当
时的心理称，一笔笔钱付出去，自己不是没有
过怀疑，但那时她不能接受这是一场骗局。

“当时我就抱着最后一点希望在继续打钱，觉
得我这么做的话，之前付的钱还有机会返回
来，要不做之前的就打水漂了。”

她称这是导致她损失惨重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这些订单是在京东商城里交
易完成的，这让她潜意识里觉得，“大平台挺
有保障”。她告诉记者，对方要她下单购买的
是京东商城一家充值店铺里的Apple ID充值
卡。每次下单前，客服还会给她一个京东商
城的登录账号及密码，要求她登录他们的账
号购买。正因如此，大量的订单记录已被对
方删除。

王珊告诉记者，发觉自己被骗后，她查了
这家店铺的信息，将其举报到了北京市工商
部门，可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家店铺
的经营没有任何问题，京东平台也没有问
题。“工商局的工作人员跟我说，我遭遇的是

网络诈骗，兼职刷单只是骗子的一个幌子，他
们真正在做的不是刷单，是借刷单让我们付
款买充值卡，他们再刷走充值卡里的钱。”

1月8日，王珊将这次遭遇发布到微博上
求助，有人将她拉进一个微信群。群里来自
全国各地的200余人，全部遭遇了相同骗局。

“8日我加到群里时有217个受害者，短短一
天时间已经多了9个。”王珊称。记者看到，这
些受害者大都将被骗金额缀在昵称之后，最
多的被骗了 12.5万元，最少的也被骗了 300
元，粗略统计，涉案金额达210多万元。

据记者了解，这些受害者以在校大学生、
宝妈及暂时处于求职状态的人居多。王珊
称，自己目前已在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高
新路派出所报警。“我们相信警方能尽快破
案，同时也给大家敲醒警钟，类似诈骗手段很
多，请不要再上当受骗，不希望群里的人数继
续增加。”

文/首席记者张晴悦
图/本报记者李宗华

名为“刷单”实则盗刷充值卡内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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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信理财APP高收益
全国百余人被骗

这家培训机构
啥手续没有就开班

4个小时被刷走3.8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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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 APP 承诺高额收益，甚
至推出一些项目可以按日结息，
一女子投入十多万元资金后，APP
突然打不开了。为求证是否被
骗，她从河南商丘赶到西安报警，
逗留多日竟发现，受害者涉及全
国各地百余人。

“2018年11月，我在玩手机的
时候，在一个微信公众号上无意看
到一则理财广告，后来就下载了该
理财广告的APP。”昨天，王女士当
着三秦都市报记者的面打开手机，
指着还未删除的名叫“中跃金服”的
APP说，这个APP从今年1月5日开
始出现异常，早上11点之前是系统
维护中，过了中午再点开后，显示的
信息便成了“数据不存在，请确认
APP ID是否正确”。

王女士说，她发现异常后心里
“咯噔”一下，赶紧进入微信和银行
卡系统，将自己所有的转账记录等
信息截图保存下来。“不知道这些信
息，能不能帮我找回那些省吃俭用
攒下的钱。”王女士难过地告诉记
者，她连从河南来西安求证的路费，
都是问朋友借的。

昨天，记者从王女士处了解
到，她起初也不太相信，有什么理财
能回报这么高，而且回报这么快。

“当时通过APP，翻看了很多关于这
家公司的注册资料等信息，显示公
司位于西安北郊凤城四路一小区

内，而且还在一些比较有权威的网
站上看到了关于这家公司的资料。
开始我只投了2000元本金，没想到
购买的一款产品，第二天就收到了
承诺的30多元结息。”

王女士说，看到真的有钱进
账，自己就失控了。随后的日子里，
她将所有积蓄和每天的结息都投进
去，直到出事。“这个APP里面，除了
每日结息外，还可以按照 3、5、7、9
天结息，其中最长的为两个月，到期
后才能结算。”王女士称，这个投资
理财项目，便利到不用办理任何手
续，只要给钱就能收到回报。银行
卡、支付宝、微信转账等各种形式，
都可以跟他们交易。

站在王女士一旁的李先生告
诉记者，自己老家在江西，从工作地
点郑州赶来，他不仅将自己的钱全
部搭了进去，还因高额回报的诱惑，
借了不少外债，共投入了 30多万
元，不料理财还没到期就出事了。

“眼看年关将至，如果还不上钱，过
年连家都可能回不去。“

他们告诉记者，这次来西安，
是为了找这个公司讨个说法，没想
到找到凤城四路这个地址，却被告
知这里只住着一对老年夫妇，根本
不是什么公司。目前，王女士与李
先生等人已向辖区凤城路派出所报
警，警方已介入调查。

本报记者葛兰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为了
让子女赢在起跑线上，家长们都选
择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徐先生
在西安市雁塔区翠华路看到一家
名为交大昂立的教育培训机构，经
不住老师的各种介绍，就给孩子报
了一个幼儿英语培训班，没想到的
是，这个培训机构任何办学手续都
没有，是一个涉嫌非法办学的培训
教学机构。

1月6日，记者以家长咨询的名
义来到翠华路玺岸广场四楼的交
大昂立教育，看到这里正在上课
中，有幼儿班，每名孩子大约在四
五岁，还有大一点上小学的孩子。
大厅里坐满了等待学生下课的家
长。一名王老师热情接待了记
者。他介绍，他们机构针对3岁到
18岁的孩子，培训有一对一、一对
三和班课的形式。他说可以先交
100元，带孩子来进行体验一对一
的授课，时长一小时，课后加一个
测评。他说：“你们放心，我们这的
老师都是我们机构培养的，是全职
授课，老师基本都有多年的授课经
验。”

随后又有一名年轻女子进来，
她建议记者给孩子报班课，一年费
用原价是11050元，前50名报名有
优惠，半价报名，一年下来是5525
元，一年170个课时，会学三本书，

一个月还有一次外教，外教老师都
是专门从国外请的老师。如果一
次性报两年还送一年的书费。

记者了解到，交大昂立教育总
部在上海，在西安已经有5家，雁塔
区这家才开时间不长，2018年11月
中旬才开业，目前已经有不少学生
在此上课。

1月8日上午，记者来到了西安
市雁塔区教育局，职成科的高科长
告诉记者，交大昂立教育的确没有
任何手续，他们将会勒令其暂停非
法教学活动，并会要求其向已经报
名的家长进行退费。

当日19时，交大昂立教育一名
自称负责人的刘姓男子向记者解
释，他们的培训机构确实没有办理
好相关办学手续和资质。“我们的
材料已经递交给相关部门，但还没
有审批下来。”他表示会马上停止
上课。但在当天晚上9点左右，有
学生家长给记者打来电话说，这家
交大昂立教育机构依然继续在为
学生们上课。截至记者发稿时，徐
先生说他并没有收到报名退款。
他提醒各位家长，在为孩子选择培
训机构时，一定到正规有手续有资
质的培训机构，以免耽误孩子的学
习。

文/图本报记者马昭王梅
实习生曹艺凡

今年27岁的王珊在西安一家公司做财
务工作，如果不是发生这件事，这几天她应该
在开开心心地给新居挑选家具，为即将到来
的婚期做准备。可现在，买家具的近4万元被
骗得一分不剩。她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
么办。

事情发生在1月7日中午。当时，她收到
一条邀请兼职的QQ消息。消息称，帮商城刷
销量提升业绩是他们公司的主营业务，兼职
者刷一单可获4%至8%的佣金，能上网有购
物经验即可应聘。想着利用工作间隙赚些兼
职费也不错，王珊按照对方指示刷了一单“试
水”。订单成交价100元，没过一会，对方便将
这100元本金及5%的佣金，返到了她的支付
宝账户上。

短短几分钟便有5元进账，放松了警惕
的王珊随后在对方指示下继续刷单。这次，
她选的是一个3单的任务订单，下单客服告诉
她，完成这 3单，可获 8%的佣金。一单 500
元，支付完1500元之后，王珊却没有跟第一次
一样很快拿到本金及返款，相反，客服又要她
支付一笔600元的订单。在其提供的聊天记

录里，三秦都市报记者看到，王珊质问客服“3
单不是已经都完成了吗”，客服用红笔圈出之
前发给她的任务称，“本次任务3单，第一单的
数量即有3件”，也就是说，王珊之前刷的3个
500元订单，只是完成了第一个任务，600元才
是第二个任务。无奈，她只能按照客服指示
完成了第二、第三笔任务的支付。

第三笔任务一单高达2000元，“套路”也
更深，数量标明两件之外，结算方式里又多了
条提示，称要注拍3次才能结算。而这3次注
拍，订单数量还不止一个。等王珊按要求完
成注拍付款，对方又用红笔圈出了任务里的

“双重”二字，告诉她以上操作还只是完成了
一重任务，还需要再支付1.2万元继续接下来
的任务，不然就无法提交结算。

接下来，对方又以“这次任务卡单了，必
须再完成一个1.2万元的解卡任务才能结算
返款”“解卡任务才激活 50%，还需继续激
活”等说法，要求王珊继续下单。从中午12
点多到下午4点多，短短4个小时，直到整整
3.81万元付了出去，她才终于醒悟，自己遇
到了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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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单”能赚钱?

女子陷入骗局
近四万元没了

500元，600元，1000元，2000元……整整3.81万元付出去，对方还
称需要再付1.2万元才能结算返款，王珊（化名）终于醒悟过来，这就是一
场精心设计好的骗局，帮商城刷销量是假的，高额佣金也是假的，兼职刷
单不过是这场网络诈骗的诱饵。在社交网络上，她将这次经历总结为“贪
小便宜吃大亏”，有人将她拉到了一个受害者群里。在群里她发现，跟她
一样遭遇类似刷单陷阱的，竟多达200多人，涉案金额逾200万元。

昨天，王珊向三秦都市报记者描述她当
时的心理称，一笔笔钱付出去，自己不是没有
过怀疑，但那时她不能接受这是一场骗局。

“当时我就抱着最后一点希望在继续打钱，觉
得我这么做的话，之前付的钱还有机会返回
来，要不做之前的就打水漂了。”

她称这是导致她损失惨重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这些订单是在京东商城里交
易完成的，这让她潜意识里觉得，“大平台挺
有保障”。她告诉记者，对方要她下单购买的
是京东商城一家充值店铺里的Apple ID充值
卡。每次下单前，客服还会给她一个京东商
城的登录账号及密码，要求她登录他们的账
号购买。正因如此，大量的订单记录已被对
方删除。

王珊告诉记者，发觉自己被骗后，她查了
这家店铺的信息，将其举报到了北京市工商
部门，可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家店铺
的经营没有任何问题，京东平台也没有问
题。“工商局的工作人员跟我说，我遭遇的是

网络诈骗，兼职刷单只是骗子的一个幌子，他
们真正在做的不是刷单，是借刷单让我们付
款买充值卡，他们再刷走充值卡里的钱。”

1月8日，王珊将这次遭遇发布到微博上
求助，有人将她拉进一个微信群。群里来自
全国各地的200余人，全部遭遇了相同骗局。

“8日我加到群里时有217个受害者，短短一
天时间已经多了9个。”王珊称。记者看到，这
些受害者大都将被骗金额缀在昵称之后，最
多的被骗了 12.5万元，最少的也被骗了 300
元，粗略统计，涉案金额达210多万元。

据记者了解，这些受害者以在校大学生、
宝妈及暂时处于求职状态的人居多。王珊
称，自己目前已在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高
新路派出所报警。“我们相信警方能尽快破
案，同时也给大家敲醒警钟，类似诈骗手段很
多，请不要再上当受骗，不希望群里的人数继
续增加。”

文/首席记者张晴悦
图/本报记者李宗华

名为“刷单”实则盗刷充值卡内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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