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区人民路府衙商圈人口密集，人流量大，极易发生各类盗

窃案件，新华派出所府衙社区民警顶着酷暑，加大对商圈的巡逻

力度，保证市民财产安全。昨天上午，辖区企业、商户自发带着

慰问品来到警务室向辖区民警表示感谢。④5

本报记者 李金玺 摄

警民一家亲

20192019年年 77月月 3131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06南阳南阳··法苑法苑
主编主编：：高惠强高惠强 编辑编辑：：李金玺李金玺 创意创意：：魏魏 爽爽 质检质检：：熊培忠熊培忠

本版热线：63291816

走基层走基层
讲警事讲警事 地址地址：：人民北人民北路卧龙区法院对面路卧龙区法院对面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1352513525137789137789 6611881866118818

今日法治新闻看点今日法治新闻看点

南阳市宛都公证处南阳市宛都公证处

司法公证司法公证 保障权益保障权益
协办



借款1.6万元，两个月内要还款6万余元

一起借款纠纷牵出5个“套路贷”团伙
□本报记者 徐 蕾 通讯员 贾耀河

我们经常在马路上、楼

道里、车窗里看到“无抵押、

无担保、低息、快速放款”这

样的小广告。这些贷款看起

来申请门槛极低、放款容易，

可真的安全靠谱吗？市民姚

先生通过这样的一个广告借

款 1.6 万元，结果两个月之

内债务变成了 6万余元。昨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梅溪派

出所获悉，5 个以小额贷款

公司为幌子的“套路贷”诈骗

团伙被摧毁，王某等11名嫌

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执行逮

捕。

4月 9日，有人向市公安

局梅溪派出所报警，称在城

区新华城市广场因借款纠纷

被人拦着不让走。民警赶到

现场，见两个年轻人跟着姚

先生，并持有姚先生今年 1

月份向其二人借款 1.6 万元

的借据及回款记录，要求姚

先生还款。姚先生告诉民

警，他们之所以会发生纠纷

是因为当时借款 1.6 万元，

借条上也写着借 1.6 万元，

但实际只收到了 11467 元，

另外 4533 元是对方收取的

管理费、保证金等。双方约

定连续还款 12周，可是连本

带息，每周要还款 2134 元，

这与借款之初双方约定的不

超过 3%的低息不相符，双

方因此产生纠纷，姚先生遂

打电话报警。

姚先生的的叙述，让市

公安局梅溪派出所一大队民

警敏锐地察觉到，这不是一

般的经济纠纷，更像是“套路

贷”诈骗案。

表面上，民警不动声色，

仍按一般经济纠纷给双方予

以调解。暗中，民警找来姚先

生询问他借钱的详细过程。

报警的欠款人

姚先生说自己在城区一

家企业打工，2019 年春节

前，急需用钱的他在微信朋

友圈里看到一条“无抵押、无

担保、低息、快速放款”的广

告。今年 1月 16日，他通过

广告找到了新华城市广场某

实业公司借款 1.6 万元。签

了一堆借款合同、须知，还按

要求留下了手机通讯录和微

信通讯录信息，对方通过银

行向姚先生银行账户汇款。

钱到账后，对方以收取 20%

管理费、保证金为名让姚先

生通过微信转回4533元，并

约定每周还款2134元。

姚先生称，工作人员口

头称月息不超过 3%，但实

际计算后月息超过 40%。

签合同时工作人员没让仔细

看，后来在还款过程中他才

发现，他签的一堆合同、须知

中双方约定有苛刻的违约责

任，每周三的两点前还款，哪

怕超过 1分钟就要加收一天

的违约金 200 元，如果放款

的公司派人上门催收，还要

加收催收费 500 元/次。如

果仍未还款，对方就通过自

己当时留给借款公司的手机

通讯录和微信通讯录，挨个

给自己亲朋好友打电话。姚

先生不堪其扰。

春节过后，姚先生未按

约定还钱被催债，看姚先生

实在是没钱，借款公司的周

某就“帮”他想了一个办法：

介绍姚先生到同一栋楼的

另一家公司借款，以清偿之

前的债务。拆东墙补西墙，

这对于姚先生来说也是没

办法的办法。然而，这家公

司与之前的公司手法如出

一辙。最后姚先生还的钱

已远超欠两家公司的本金，

但却因越滚越多的利息导

致无法正常还完。接着，姚

先生又被介绍给了第三家、

第四家、第五家借款公司，

这样循环借下家还上家，短

短两个月时间，姚某的债务

被迅速积累到 6万元以上，

而其实际得到的金额才 1

万多元。

还不清的贷款

警方找到了这几家公司

几十名受害人，均称是冲着

贷款公司“无抵押、无担保、

低息、放款快”的宣传来的，

实际贷款后才发现利息远超

当初承诺。民警算了一笔

账，以姚先生为例，借款 1.6

万 元 ，实 际 到 手 的 只 有

11467 元。还款时间为 12

周，每周还款 2134 元，算下

来利息就要付 14141 元，折

合年贷款利率是 535.85%，

也就是借 1万块钱，一年要

支付 5万多元的利息。受害

人里面很多都是不会算账，

盲目借款，中了套路，导致越

借越多。

警方经对几家公司的

资金流、电信流进行梳理，

一个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

运营的“套路贷”团伙网络

被基本摸清。查清了这些

所 谓 的 贷 款 公 司 的“ 套

路”。他们通过制造民间借

贷假象、制造资金走账流水

等虚假给付事实、故意制造

违约或者肆意认定违约、转

单平账恶意垒高借款金额、

软硬兼施“索债”等手段实

施诈骗。据前期侦查摸排

情况，6 月初，梅溪派出所

组织 50 名警力集中对新华

城市广场 5 个套路贷团伙

集中收网，一举抓获犯罪嫌

疑人 17 人，现场扣押电脑

20 余台。通过现场电子物

证、文件资料勘查，发现被

害人 200 余人，查获银行卡

10 张、冻结涉案资金 20 余

万元。目前，王某等借款公

司实际控制人 11 人被卧龙

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诈骗团伙覆灭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朋

友，发现类似的宣称“低息、

无担保、快速放款”的小广告

千万要提高警惕，市民如果

确需借款，要先择合法平台

借贷，不轻信所谓的无抵押

贷款，不随意签订借款合同，

落笔签字要看清合同条款谨

慎行事；钱款往来，务必留存

证据；遭遇“套路贷”要果断

报警及时止损，不要因为害

怕，被不法分子裹挟，在“套

路贷”陷阱中越陷越深，遭受

财产损失和不法侵害。④5

贷款当心“套路”
本报讯（记者郑 磊）酒后，

一年轻男子站在桥边，接群众报

警的民警赶到现场时，男子欲翻

护栏跳河，这一幕出现在 7月 25

日凌晨。所幸的是，跳河男子最

终被眼疾手快的辅警一把抓住。

当日凌晨 4点 36分，市公安

局新区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

在仲景桥中间位置有人出现情

绪异常，怀疑他要跳河。新区派

出所民警立即到达现场，见到一

名一二十岁男子当时正站在桥

边护栏处，手里拿一手机在打电

话。见到民警前来，该年轻男子

把手机往地上一摔，欲翻护栏跳

河。情急之下，一名辅警眼疾手

快，上前一把抓住该男子，由于

该男子处于醉酒状态，他顽强反

抗，脚使劲踢辅警小腿处。但辅

警拽紧该男子的手始终没有松

开，并不断劝阻该男子，在其他

两名民警帮助下，3 人合力将跳

河 男 子 从 护 栏 处 拉 到 安 全 位

置。经过民警一个小时苦口婆

心的劝说，该男子最终情绪稳

定，步行离开现场。④5

酒后男子欲跳河
辅警一把拽回来

本报讯（记者王 勇 通讯

员丁清凌）“现在真是方便,不用

来回跑了，刚才还想着没带现金

得去银行取款。”昨日上午，一名

当事人在卧龙区法院诉讼服务中

心用微信扫码缴纳诉讼费后，他

高兴地说。

近日，卧龙区法院诉讼服务

中心全面升级，改进诉讼费缴纳

方式，正式开通了微信、支付宝缴

纳案件诉讼费服务，即时缴费即

时到账即时出票，为群众提供“一

站式服务”。使用微信付款二维

码后，工作人员据此打印诉讼收

费专用发票，整个过程不到 1 分

钟。今年以来，为进一步适应“互

联网+”时代对诉讼服务工作的新

要求，卧龙区法院不断推进诉讼

服务中心建设提档升级，推出了

移动端扫码支付功能，让当事人

感受到司法为民“一站式服务”的

温暖，当事人缴费不用来回奔波，

只需掏出手机通过微信、支付宝

“扫一扫”便可以轻松缴纳诉讼

费、罚金、执行费等，方便快捷。

目前，该院已经实现线上、

线下深度融合对接，形成线下现

金支付、银行转账，线上微信、支

付宝扫码支付的立体化支付体

系，当事人可以随时随地轻松缴

费 ，真 正 实 现 了 便 捷 、高 效 服

务。④5

群众少跑腿 法院解民忧

诉讼缴费只用“扫一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