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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公寓内电话从早响到晚

星期五

话务员手拿剧本
“
无障碍”贷款

民警卧底铲除电信诈骗窝点
高楼公寓内， 此起彼伏电话铃声，
吵得公寓居民们不能休息。 民警乔装侦
查，发现这是一个诈骗团伙。 经武汉市
公安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派出所
一个多月的侦查摸排，一家以明面上帮
助客户办理银行信贷、 信用卡为幌子，
暗地里实施诈骗的电信网络诈骗公司
浮出水面。
9月11日，专班民警收网（右图），抓获
犯罪嫌疑人13名，查扣作案电脑17台。

一公寓门口竟有专人把守

8月初， 关东派出所民警对辖区一
公寓例行巡查时， 有住户向民警反映：
该公寓内某栋17楼一房间内电话铃声
频繁，声音嘈杂，虽房间相隔，但房间内
十几个人电话总是从早打到晚，影响周
边居民生活和休息。
接到投诉举报后，社区民警顺着电
梯独自前往该居民反映楼层。 刚出电梯
口没多久，民警便立即听到了频繁的接
听电话的声音。 当民警想查看具体房间
时， 发现走道门口处还站着两个人，时
不时左右环顾，非常可疑。 民警暗中观
察时， 只要有路过居民探头往房间内
瞅，门口两人立即呵斥，将居民赶走。
房内传来频繁的电话声，门外还有
人站岗放哨？ 为防止打草惊蛇，民警转
身离开，换便衣乔装侦查。 经过一段时
间“不经意”路过该公寓门口，民警从虚
掩的大门门缝中隐约窥见到，屋内的确
有不少人正头戴耳麦坐在电脑前打着
电话，这些话务员都提到了“银行贷款”
“提升信用额度”等关键词。

民警乔装到诈骗公司卧底
民警隔三差五，乔装在该公寓附近
观察，由于门口一直有人把守，一连多
日民警并无太大收获。 只能一面摸排现
场，一面暗中调查租房者信息。
很快，办案民警发现，租房者为杨
某，湖北鹤峰人，今年26岁。 在武汉成立
了一家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银行贷
款业务受理及办理等业务。 进一步调查
后，警方得知，就在不久前，杨某曾因电
信诈骗被洪山警方处理过，杨某会不会
重操旧业？
8月中旬，办案民警获悉，该公司正
在招揽一批业务员。 关东派出所决定派
民警“应聘”卧底侦查。 加入该公司后，

民警很快被拉入到公司内部群内，发现
群内包括公司注册法人代表、业务经理
及话务员总共13人，通过一些非法渠道
获得贷款人信息后，以帮助客户办理银
行贷款、信用卡及提升信用额度为由实
施诈骗。

起底
“无障碍”贷款全过程
9月10日，已基本摸清案情脉络后，
关东派出所民警联合多警种，出动20余
名警力， 一举抓获杨某等13名涉案人
员，现场查扣作案电脑17台。
据审讯得知， 该公司刚成立不久，
公司所谓负责人杨某虽然曾被洪山警
方打击处理过，但他仍不死心，卷土重
来将公司隐藏在公寓楼内。 除杨某外，

邓某、刘某、黄某为公司业务业务经理，
其余9人均为公司业务员。 民警发现这9
名业务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后，其实
都已知道该公司并不具备办理贷款、信
用卡等能力， 但面对高薪返利的诱惑，
这些人选择同流合污。
进入该公司前，9名话务员都经过
培训， 每人电脑桌面上时刻都备注了
一份“剧本”。 无论被访问对象作出何
种回答，他们都通过该“剧本”进行精
彩回应。 话务员一旦获悉被访对象有
贷款或者提升信用卡额度需求时，立
即通过渠道获得被访对象信任， 添加
被访对象的微信后，向其宣传一种“无
障碍”式贷款方案，诱导其办理会员，
从而收取返利 不 等 的 会 费 （初 级 180
元、中级980元 、 高 级 1980 元）， 而 不 同
会员等级则享受不同的贷款、 信用卡
额度。 一旦交钱，话务员则将会员转入
另外一个群，当然，一旦出现无法贷款
的情形，公司则会以各种借口拖延，直
至最后将其拉黑。
据其中一名话务员介绍，为获得这
些客户信任，业务经理会要求话务员使
用公司统一配发的微信号，并通过指定
微信号朋友圈自导自演发一些所谓的
成功贷款案例，使客户相信他们的公司
可靠、实用。 实际上，不少贷款的图片都
被P过，一旦交纳会费加入会员，就是肉
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目前，涉嫌诈骗罪的13名犯罪嫌疑
人已全部被东新警方予以刑事拘留，涉
案金额多达20余万元。
记者魏娜 通讯员李雨生 闻期骏

舞蹈“女王”，“门面”残缺怕见人

德韩 YSGG 水激光种植，“温柔”告别疼痛和出血
后天到德韩口腔，抢免费种植名额
大咖云集·水激光专场
后天看牙“巨”划算
0 元享：挂号、CT 全景拍片、专
家诊疗、种植设计
来就送：品牌食用油 + 月饼（三
店同享，凭问诊单赠送）
消费礼： 消费满 500 元起即享
砸金蛋，100%中奖，格力电风扇、美
的电饭煲、大牌口红免费抢！
狂欢礼：抽取免费水激光种植名额
进口种植体 2980 元 / 颗

德韩口腔关爱老人口腔健康社区公益行

意外摔倒，痛失门牙
“那几天，寝食难安，辗转反侧，眼
看着舞蹈比赛临近，只能干着急，还怕
见着人！ ”作为老年舞蹈队领舞的奶奶，
一辈子风里来雨里去， 却因为一件事红
了眼眶。“
前些天我不小心摔了一跤，门牙
磕掉了，疼且不说，这形象，怎么见人啊！”
老人曾是一名专业舞蹈演员，常年
奔走于舞台上。 退休后，发挥余热，组织
了一众姐妹参加老年人舞蹈大赛。 怎料
赛前摔掉门牙，临牙也磕掉一半，由于
怕疼， 在门诊简单处理就急匆匆回家
了，却为比赛犯了难。

YSGG 水激光种植，助力夺魁
“要不是一起跳舞的姐妹， 给我看
了她在德韩口腔刚刚种的两颗牙，还说
过程轻松不折腾，我还真下不了决心！ ”

奶奶激动地说。“在我的印象里，种牙可
是大手术，痛不说，还要流不少血，我这
大年纪真怕遭罪！ ”
据了解，奶奶的舞蹈队最后夺得了
冠军，一口完整的好牙，让她更爱笑了。
“水激光种植出血少，术后基本不肿痛，
不发炎，无需缝合，免去拆线来回折腾，
一经运用到临床，就获得了众多中老年
市民的喜爱。 ”德韩口腔技术总院长张
宁介绍。

“温柔”水激光，终结痛麻“血泪史”
德韩口腔本次引进的国际标杆
YSGG 水激光种植，是在人体最舒服的
37℃做种植，作 用 深 度 4 微 米 ， 恰 好
达到毛细血管、 神经末梢和淋巴管
层 ， 有 效 封 闭 神 经 末 梢、毛细血管、淋
巴管和创面，止痛、抗炎杀菌和抗水肿；
水激光刺激纤维母细胞活跃，加速伤口
愈合。 然后水分子重新凝结成普通水

德韩口腔 一城三院： 沿江大道江景店

滴，带走激光热量和组织的碎屑，整个
种植过程如行云流水，恰似流水般的温
柔舒适，不出血、也不疼，完美终结种牙
“血泪史”。

国际大咖来啦，水激光种植免费享
水激光种植掀起了口腔种植界划
时代革命，获得好评不断！ 德韩口腔作
为全国连锁品牌，九城十九院，敢于在
行业之先引进水激光无痛种植，吸引了
中、韩、意国际种植大咖团加盟。
据悉， 国际口腔种植新技术峰会
将 于 9 月 16 日 在 德 韩 口 腔 江 景 店
隆重举行，到场 可 抢 免 费 水激光种植
名额。
舒服种牙，就选 YSGG 水激光
另：9 月 16 日，中国、韩国、意大
利国际专家亲诊， 当天种植免收水激
光技术操作费，市民朋友请抓紧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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