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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半收入可超六位数”“没有
输家，只有赢家”……这些诱人的宣传
你信么？反正有人是信了。12月20
日，吉安吉州区公安分局透露，该局历
时半年多侦办的一起公安部督办特大
传销案现已告破，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4名，涉案金额近千万元。随着案件
的深入调查，传销公司的骗人伎俩也
随之浮出水面。

涉案金额近千万元

2013 年下半年以来，警方在日
常工作中发现在吉州区活跃着所谓
的“香港某国际贸易公司”，该组织
采取“五级三阶制”的模式，以“连锁
销售”、“奖金倍增”等极具诱惑性的

谎言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加入，大
肆发展下线，实属传销组织。

通过侦查，警方很快掌握了该
传销组织的大致网络和主要头目
信息。然而，由于涉及人数多，遍
及十多个省区，取证更是难上加
难。为此，警方秘密摸排，制定侦
查方案。侦查员还从已经醒悟离
开传销组织的低级别传销人员入
手，通过他们指认上线头目，理清
传销组织的资金流向以及传销头
目的活动轨迹。

通过审讯，办案民警充分掌握
了该传销组织的内部人员结构和主
要头目的隐匿地点。为了完善证
据，办案民警辗转湖南、甘肃等地。
今年6月，办案民警对A级头目刘玉
某、刘永某等人上网追逃。6 月 17
日，两名A级传销头目刘某存、刘某
昌在甘肃被抓。近1年来，办案人员

多次前往甘肃、内蒙古等地追捕，陆
续将14名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

前景看起来很美

警方介绍，2009年至今，涉案人
员刘某存伙同其父亲刘某昌，打着

“香港某国际贸易公司”的旗号，以
明显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连锁销
售”男士西装、皮带和女士化妆品等
假冒伪劣产品。而实质上，所谓的

“连锁销售”就是以拉人头、发展下
线的传销活动，传销人员及传销窝
点涉及甘肃、江西、湖北、湖南、山东
等地。刘某存宣称，两年半的时间，
公司员工收入即可超过六位数。刘
某存（目前掌握的该传销组织最高
级别）直接发展了贾某梅，刘某虎，
李某华，马某琳等数个传销体系，并
组织人员在江西吉安、萍乡，湖北荆

州、湖南岳阳等地进行传销活动。
该公司对外宣传的发展前景看

起来很美，引来不少人加盟。他们
为销售员制定了一份销售及晋升计
划。第一个月为公司销售1份产品，
对应职务为实习业务员；第二个月
就是 2 份产品，对应职务为业务组
长；第三个月为 4 份，对应职务为业
务主任。以此类推，最高职务为高
级业务员，提成比率按照职务高低，
从15%至52%不等。

除此之外，刘某存还以所谓的
“间接提成”诱导组织成员发展下
线，每个进入组织的人为了利益最
大化又会辐散出新的营销体系，形
成爆炸式的传销模式。该传销组织
甚至以无业绩压力，可继承转让职
位为噱头骗取新人信任，这也使得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此项传销活
动。

郑 辉 本报记者 杜金存
实习生 吴俊宇 警方表示，目前有3种主要

的传销形式，即“拉人头”、“骗取
入门费”和“团队计酬”。

办案民警表示，避免误入传
销组织，可从四个方面来判断：
首先看组织方式，传销组织者承
诺给予高回报，鼓励发展他人加
入，参加者再用同样方式发展其
他人，从而形成上下线紧密联系
的传销网络；其次看计酬方式，
组织者以参加者发展下线的数
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以
参加者发展的下线的销售业绩
为依据给付报酬；第三看销售方
式，传销是多层次网络式销售；
最后看经营目的，传销不以销售
商品为最终目的，而以发展人员
数量、骗取钱财为最终目的。

如何辨别传销

吉安特大传销案告破 涉案金额近千万元 14名头目落网

传销团伙冒充港企“连锁销售”忽悠人
为拉人入伙宣称两年半收入可超六位数

12 月 21 日，上饶县皂头镇窑山村村民正在打
麻糍。

冬至来临，上饶县农民除了扫墓外，还有件热闹
的事情就是打麻糍果。打麻糍看起来容易，其实流

程不简单：洗净的糯米经水浸泡一整个晚
上，待胀足后淘尽沥干，放入木桶里蒸

熟，出锅后将热腾腾的糯米饭倒进
石臼，抡起捣杵一下一下用力捣，旁
边还要有人专门负责添热水揉麻
糍。捣好的麻糍团端上桌，一颗颗
捏好揉圆后，裹上香气四溢的芝麻

糖装入碗，让人胃口大开。
本报记者 林 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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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 （记者郑荣林）南
昌地铁 2 号线正式开工后，3 号线
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前期准备工
作。12 月 21 日，记者从南昌市有
关部门获悉，地铁 3 号线工程环评
已经开始第二次公示，全线将在明
年如期开工建设，于 2019 年建成通
车，比原计划 2018 年底通车要稍晚

一些。
根据环评公示的信息，南昌地铁

3号线工程起点为莲塘站，终点为京
东大道站，线路全长 28.3 公里，全部
采用地下敷设方式，共设21座车站，
平均站间距为 1.34 公里。最大站间
距达 2375 米，为澄湖北大道站至昌
南客运站区间；最小站间距为 645

米，系十字街站至绳金塔站区间。线
路的主要走向为：迎宾大道→京山北
路→十字街→前进路→象山南路→
象山北路→叠山路→青山南路→二
七北路→过青山湖→国威路→火炬
大街。

地铁 3 号线是南昌地铁网络的
基本骨干线，贯穿昌南城区南北向，

串联起莲塘、城南、旧城中心区和城
东等板块，对缓解南昌城区交通南北
不畅的矛盾有重要意义。不过，在工
程施工时不可避免地会对城市景观、
城市交通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在生
态环境影响方面，沿线两侧100米范
围内分布有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绳
金塔、三国东吴墓3处文物保护单位

和 22 处优秀历史建筑，八大山人站
至京山站区段还要下穿象湖省级风
景名胜区三级保护区及外围保护地
带范围。为此，相关部门将把象湖景
区、绳金塔历史街区、三眼井文化风
貌区、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绳金塔
及22处优秀历史建筑全部纳入生态
环境保护目标。

2019年建成 地铁3号线明年开工
新四军军部旧址和绳金塔列为重点保护目标
环评公示信息显示将全部采用地下敷设方式

要说南昌哪几条公交线路人
多？连接瑶湖大学校区与八一广场
的 220 路公交绝对是其中之一。每
到节假日，出行学生爆发式增长，北
京西路口的起始站处经常是乘客将
公交车团团包围，甚至导致公交进不
了站。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南昌公交总
公司采取了派人维持秩序，增加运力
等方法，效果仍不明显。公交部门从
清明祭扫专车分站票坐票得到启发，
将220始发站台划出站队和坐队候车
区，一个小小的改变，却让原本拥挤的
站台井然有序，乘客出行安全便捷。

节假日乘客爆发式增
长 成为南昌“最难坐公交”

“北京西路口晚上坐车好乱，特
别是周末，人特别多，一眼望过去都
是人。车还没进站，一起蜂拥而上，
看着都好吓人！”江西师大学女生小

张如是说。“秩序很混乱，公交车无法
进站，站台上乘客蜂拥而上围在车头
处，车靠站都靠不了。乘客争抢着上
车，推搡着十分危险。”220路驾驶员
万师傅谈起北京西路起点站就摇头。

南昌公交 220 路是一条连接瑶
湖和八一广场的近郊线路，负担着江
西师大、南昌大学科技学院、南昌工
程学院、江西科技学院等8所高等学
府和附近居民30余万人的出行。该
线路拥有大型空调公交车辆 49 台，
驾驶员 68 人，管理人员 7 人，可谓是
阵容豪华，但面对经常集体出行的大
学生，仍然感到力不从心。由于校园
学生集体出行的规律特点，诸如：周
末、元旦、开学、放假、考试等特殊时
间点人流量特别大。所以经常有学
生抱怨：220路公交车很挤，很难等，
很难乘坐，甚至被学生们戏评为“南
昌最难坐公交”。

首条分站队、坐队公交
线解决难题

“为了解决 220 路的问题，我们

做了多次调查，并制定了一些应急预
案。”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除
了投放加长大型公交车外，还专门在
节假日增加运力，但在高峰时段仍是
人满为患，部分乘客不喜欢排队，甚
至在马路中间拦车，然后一拥而上，
造成极大安全隐患。为解决这一现
象，公交公司在节假日派工作人员到
起始站维持秩序，虽然乘客排队了，
但又出现新问题。“有的乘客不赶时
间的，要车上有空座才肯上去，就堵
住了后面赶时间的乘客。”

为了解决这一现象，南昌市常规
公交线路的站点上首次出现了排“站
队”与“坐队”的候车队伍。虽然票价
一样，但有效区分了赶时间与不赶时
间的乘客，在工作人员的努力下，这
个长期拥堵的站点终于变得井然有
序。

“第一次看到公交站台分坐队和
站队排队上车呢，挺新鲜的，秩序比
以前好多了，我们学生又不图位子，
就是赶时间，我们排站队，2-3 分钟
就上车了，很快。”等车的李同学说现
在的候车秩序跟以前是天壤之别。

对于这个小举措带来的大变化，
220 路车队队长说：“今年我们车队
为了解决220路‘等车难、坐车难’问
题采取了很多措施，通过不断摸索校
园线路的规律，总结出来一套行之有
效的方法，特别是北京西路口用指引

牌分‘站队’和‘坐队’排序后，在近半
个月的实践中，市民乘车再无拥挤现
象，驾驶员开车进站放心，市民乘车
也能安心，我们会坚持周末和节假日
都安排人员在这个站台维序，为 220
路乘客出行提供便利。”

公交始发排两队 一队有座一队站
南昌“最难坐公交”220路出招解拥挤难题 乘车秩序有好转

220路始发站长长的等候队伍。本报记者蔡颖辉摄

本报南昌讯（记者徐黎明）这几天
洪城阳光灿烂，空气清新，空气湿度步
步下跌。上周日悄然到来的一股弱冷
空气，将给冬至节气带来凛冽的寒意。

刚刚过去的双休日阳光虽好，但北
风呼啸，风力达 4～5级。新的一周，南
昌依然晴多雨少，不过，不下雨并不意味
着会很暖和。周一是冬至节气，天气很
应景，南昌的最低气温将跌入冰点。从
冬至这一天起开始进入数九寒天，也是
一年中最寒冷的阶段。此时节，会频繁
有冷空气侵袭，气温将逐渐走低。专家
提醒，大家在饮食方面宜多样，谷、果、
肉、蔬应合理搭配，适当选用高钙食品。

22 日，南昌晴，气温 0℃～11℃；23
日晴转多云，气温 2℃～12℃；24 日多
云间晴，气温5℃～14℃。

今日迎冬至
气温跌冰点

南昌现欧式风情商业街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 实习生陈钊

轩）12 月 18 日，南昌市首条欧式风情商业街
——“青云小镇”正式开街，主要业态包括时
尚餐饮、特色小吃、娱乐休闲、文化体验、生活
配套等。

“青云小镇”欧式风情特色商业街是南
昌市首批重点打造的两条特色商业街之
一。商业街地处青云谱区利民路，原为利民
路楞上商业街，2014 年 7 月正式启动改造建
设。据了解，商业街沿街商铺面积约 2.2 万
平方米，主要以沿线厂区、校区老旧房屋改
造而成。

“冒充领导”骗局现升级版
银行职员被“科长”骗走两万元

本报讯 （记者许卓）冒充领导给受害人
发短信要求汇款，受害人中计汇款后被骗，这
种骗局已经被媒体曝光多次。12月 21日，记
者从九江市公安局浔阳分局获悉，如今这种
诈骗又有了升级版，犯罪分子不再直接让受
害人汇款，而是“转”几个弯再引受害人“上
钩”。

12月8日傍晚6时许，刚刚进入银行上班
的九江市民小恬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自
称“黄科长”，语气严肃地对他说：“你明天早
上 9 时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想起自己之前的
确认识了一个姓黄的客户，而且也是一家单
位的科长，小恬就相信了。 第二天早上，“黄
科长”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小恬：“你先别进来，
在门口等我一下。”过了五六分钟，在门口等
待的小恬又接到“黄科长”电话：“我办公室来
了两位领导，走不开，你帮我准备两个信封，
每个信封各放一万元钱，回头我把钱还给
你。”由于“黄科长”编造的情景很逼真，为维
护好客户关系，小恬决定找家人借钱。借到2
万元钱后，小恬准备把钱送去，可这时“黄科
长”又发话了，表示办公室拿现金“不方便”，
要求小恬转账。这时的小恬已经失去了判断
能力，往指定账户打了两万元钱。可是当她
再次拨通“黄科长”电话想告诉他事已办妥
时，电话那头却关机了！这时小恬才意识到
受骗了，遂向警方报案。

民警表示，骗子施骗术屡屡得手，是利用
受骗者的心理，一步步将受害人引入圈套。
民警再次提醒，针对此类诈骗案件，认真核实
号码、核实人物身份是防范关键。不管接到
谁打的电话、谁发的短信，一旦提及汇款都要
多留个心眼，切不可盲目听从。

12月20日，昌吉赣客专沿途各站点规划
效果图在吉安展示，吸引许多人关注。据悉，
昌吉赣客专全长约419.6公里，项目总投资
532.5亿元，按时速350公里标准建设，为我
省又一条南北走向的高铁大动脉。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疯狂小车“身背”239次违法
本报讯（记者刘斐）12月19日21时30分

许，一辆吉安牌照的灰色小车行驶至泉南高
速公路永新收费站时被交警拦下。经检查，
车辆已过检验有效期，令人吃惊的是，该车

“身背”239条电子监控违法记录。
经查询发现，该车检验有效期至 2013 年

11月30日，已过检验有效期，并且车辆状态为
查封。此外，小车竟然有239条电子监控违法
记录，多数为超速。民警询问驾驶员文某是
否知道车辆违法信息，文某称车子系其本人
所有，前段时间一直借由他人驾驶。

随后，民警依法扣留了车辆，该车违法行
为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昌吉赣高铁抢眼球

本报记者 蔡颖辉
实习生 廖 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