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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深陷
“
套路贷”还贷黑洞

借款1000元8个月还了35万元
警方支招 如何识别
“套路贷”

从借贷公司借款1000元，经过8个月的时间，连拼
带凑还了35万元竟然还没还清，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居民王某近期陷入“套路贷”还贷“黑洞”，最后选择报
警。 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应通过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贷
款，千万不要轻信无金融从业资质的个人、公司发布的
广告信息。
近期内蒙古公安机关打掉了多个“套路贷”诈骗团
伙。 其中，包头市公安局接到王某报警后，打掉了一个
以陈某丰、陆某青为首的“套路贷”团伙，破案57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193名。 经查，该团伙非法获利2亿多元。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王来明说，“套路贷”
背后往往有黑恶势力的身影，受害人签订合同后，违法
犯罪分子就通过胁迫逼债、虚假诉讼、非法拘禁、敲诈
勒索等手段侵吞财产。

王来明提醒广大群众识破
“套路贷”的套路：
套路一，向银行等正规机构借款都要审核，“
套
路贷”团伙便常以“无抵押、迅速放款”为饵吸引受
害人。
套路二，哄骗受害人签下高于所借款项一倍甚
至数倍的欠条。 骗子最常用的骗术是“这是行规”
“
不会真让你还这么多，按期还就没事”。
套路三，当还款日临近，“套路贷”团伙不主动
提醒借款人逾期，甚至以电话故障、系统维护为名
导致借款人无法还款。 而还款日一过，这些公司就

小鸣单车破产清算，账户仅剩35万元
近12万人追讨押金
记者11日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共享单
车破产第一案——
—小鸣单车破产案已进行债权统计，
确认的有效债权共118881笔， 债权金额共5540多万
元；小鸣单车账户资金仅剩存放于微信账号上的35万
多元，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
据介绍，小鸣单车经营管理方——
—广州悦骑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29日， 悦骑公司先后
在全国10多个城市投放共享单车超过43万辆，收取用
户押金总额8亿元。
2017年底，小鸣单车开始出现用户押金不能及时
退还的问题，部分用户向广州中院提出对悦骑公司进

行破产清算的申请。 广州中院于2018年3月27日受理
裁定，悦骑公司正式进入破产程序。
根据法院公告， 悦骑公司的债权人可于2018年6
月27日前在微信上进行债权申报。 截至债权申报期
满，小鸣单车用户有效申报的债权118738笔，申报的
债权金额普遍在200元左右，供应商申报的债权28笔，
职工债权115笔，共计118881笔。
据悉，管理人正在联系有关企业回收散落在各地
的小鸣单车，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愿意回收全
国的小鸣单车，但从整体报价情况来看，能收回的资
金有限。
据新华社

以“违约”为名，收取“天价”滞纳金、手续费。
套路四，当借款人无力偿还高额欠款时，“套路
贷”团伙就通过尾随借款人、在家门口泼油漆等手
段，逼迫还款。
王来明说，“套路贷” 严重危害群众财产安全，
有的受害人原本借款10万元，后来“滚雪球”滚成了
三四百万元，最后甚至损失了房产。 他提醒广大群
众，千万不要轻信无金融从业资质的个人、公司发
布的广告信息；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请妥善保存有
据新华社电
关证据并立即报警。

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受贿案一审
据新华社电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11日公
开审理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 副主
席姚刚受贿、内幕交易一案。邯郸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
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姚刚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邯郸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年至2015年， 被告
人姚刚利用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助理、
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在并购重组、股份
转让过程中股票停复牌、 避免被行政处罚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 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
币6961万余元。 2007年1月至4月，被告人姚刚利用担
任证监会主席助理兼发行监管部主任的职务便利，获
悉相关公司重组上市的内幕信息， 使用由其实际控制
的他人股票账户在关联股票停牌前买入，复牌后卖出，
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210万余元。
姚刚当庭认罪悔罪。 案件将择期宣判。

中国人都热爱新店开业，因为送得喜庆和实惠
新房装修 / 旧房翻新，100㎡全包 59800 元起
鑫绎尚装饰绿地旗舰店 7 月 16 日隆重开业，耀世湖北，为 2018 的装修行业带来一片生机。老百姓“疯抢”开业活动，图个实惠与喜庆。鑫绎尚装饰董事长感
恩客户，特出席本次开业庆典，为现场客户朋友送去实惠。 小编觉得开业活动不同于其他促销，中国人图个开业喜庆，商家图个开门红，所以开业活动的优惠力度
往往大于其他一切活动，不知道这次的开业是否能“约惠”到您。 如果您喜欢，就请拨打报名热线：155 2790 5662，抢占前 50 名优惠名额。

改变行业现状，打造“
先装修后付款”模式
鑫绎尚装饰致力改变行业现状，还客户一个心安。 实
现
“
交一万就开工”
“
先装修后付款”的装修承诺，开业活动
现场更有全房中央空调，全房地暖送出，让您“冬暖夏又
凉”，让客户的每分钱都用在实处。 价格透明，全屋实测，公

摊面积不算钱。 同等效果比价格，同等价格比质量。 鑫绎尚
装饰，立足湖北十年，一站式装修服务平台，设计名师量身
打造，专业质检服务更省心。 七大空间，123 项精品呈现，全
屋实测面积计价，公摊面积不算钱，净省 20%左右。

十年名企，本土运营，口碑相传
鑫绎尚装饰自 2008 年成立， 在武汉已长达 10 年的
历程。 以装饰装修为主营业务的集团化大型企业，多年来
一直保持快速、稳定的发展态势。 多年的口碑沉淀，感恩于
心，回报于行，鑫绎尚装饰荣获：全国住宅装修行业百强企
业，年度华中地区十强企业，武汉装饰协会副会长单位，年

度设计影响力十大品牌，武汉最佳施工质量装饰企业，年度
最受消费者欢迎家装品牌，年度金牌服务装饰企业，315 金
口碑调查家居诚信品牌，新时代整装最具性价比品牌。 公司
旗下业务的多元化，自营主材等的生产与物流配送的优势。
直营门店遍布武汉三镇，快速高效地服务客户。

★鑫绎尚装饰开业盛典，立抢名额★
A.设计大佬免费量房，免费设计；
B.进店咨询即可赠送精美礼品一份；
C.送中央空调 + 全房地暖，让您冬暖又夏凉；
D.金牌项目经理服务您家工地；

E.现场更有集团董事长亲临，送额外超值优惠；
F.先装修后付款服务，交 1 万即可开工！
G.现场签订装修合同
即可额外赠送价值 1280 元净水器一台。

十二店联动 就近服务
汉口金盛店
金银湖金盛 国际 家居 5 楼
（鑫绎尚装饰）
雄楚分公司
洪山区雄楚大道 238 号 迪雅
花园商铺（石牌岭路天桥旁）
青山分公司
青山建二江城广场 B-1605
（众圆广场旁）
绿地旗舰店
武昌区和平大道赵家墩 820
号（绿地国际金融城对面）
汉阳分公司
江城大道四新南路绿地中央
广场 B 区 6-15 号商铺
盘龙城分公司
巨龙大道汉飞向上城 18 栋 25
号（名流人和中百仓储对面）
常青分公司
武汉市江汉 区姑 嫂树 路 38

号消防中队旁
硚口分公司
硚口区解放大道 319 附 47
（古田四路武汉农村商业银
行旁）
龙阳店
汉阳区龙阳大道龙阳村特 8
号九通家具城四楼 （3 号线
龙阳村地铁站 C 出口）
白沙洲分公司
白沙洲大道城际花园 20-5
商铺
后湖分公司
江岸区金桥大道 16 号紫御
公馆 1 幢 16 号商铺 (金桥
大道与兴业南路的交汇处)
五里新村分公司
汉阳大道五里新 村 华西 医
院 隔 壁 （五 里 新 村 公 交 站
旁）

活动时间：7 月 16 日
活动地点： 武昌区和平大道赵家墩 820
号（绿地国际金融城对面）
报名热线：155 2790 5662（免费量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