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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债人成了“吸毒
者”、“艾滋病患者”等，
还被印成传单，“威胁
再不还钱，就要拿去贴
在围墙上、电杆上”

合成
图片

全国2000多人受害，乐山夹江抓获“套路贷”团伙，揭开——

缺牙后，看着身边的人吃香喝辣，诸多
无奈；更甚的是，因没牙嚼不细，导致肠胃也
不好，健康状况直线下滑。

电话预约享多项做牙援助
为帮助更多市民省钱省心重享口福，

8020零缺牙援助计划正式启动。读者可拨打
028-69982575参与援助：带亲朋好友一起，2
人种牙可享1人半价；单人做牙，缴费8元可
享抵1000元种植牙援助一次。电话预约，全
家人均可报名申请免费口腔全面检查。此举
旨在帮助全家老小都能清楚自身的口腔健
康状况，早发现早治疗，以免延误最佳看牙
时机。

种植4颗牙恢复全口缺牙
与活动假牙、固定假牙相比，种植牙修

复的优势明显，已成为口腔医疗界缺牙修复
的优选方式。种植牙可缺哪颗种哪颗，不伤
及邻牙。目前有种植2颗恢复半口缺牙、种植
4颗修复全口缺牙的方式，可节省不少费用，
也让更多人选择。

报名免费检查，享更多福利
种植牙是一项微创手术，10多分钟可完

成，创伤小、恢复快，但并非人人都适合做。
如未控制的牙周病，有全身系统严重的疾病
等，不一定适合做种植牙。因此需先到专业
口腔医疗机构检查评估，才能确定。近期，正
好有口腔援助计划之一的免费口腔检查，市
民可打电话028-69982575预约，也可带上亲
朋好友一起获得更多福利。

更多口腔方面的问题，请拨打电话
028-69982575免费咨询！

三伏天，风湿免疫疾病患者关节红肿热
痛的症状可能会减轻，因此对疾病的预防和
治疗都会松懈。但近年来四川地区虽然饱受
高温折磨，痛风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常见关
节疾病不减反增。风湿免疫科主任张政介
绍，这是因为“潮”、“凉”、“食”和“累”所致，
这些因素让风湿病、关节病免疫功能更受侵
袭，因此越是夏天，越要关注生活环境。尤其
是痛风、类风湿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颈腰
肩腿痛，在夏天更要随时保持警惕，做好疾
病预防措施。要定期检查关节面、关节间隙、
软骨关节等部位的破坏情况，便于早诊断早
治疗。

现在正值风湿关节病“冬病夏治”就诊
高峰期，为提高复杂疑难风湿病诊治水平，
让更多病友不为病情反复复发所困，获得
系统规范的抗复发治疗，避免因长期得不
到有效治疗而残疾和丧失劳动力，由四川
省中医药信息学会·痹症专委会特邀北京
友谊医院风湿内科陈乐天主任、北京同仁
医院风湿免疫科王振刚主任，共同在成都
市青羊区二环路西二段121号举行“2018四
川疑难风湿病三伏会诊大会暨肌骨超声技
术临床应用公益体验日”活动，8月4日~5日
持续两天。为保证会诊质量，对每一例疑难
病例及时分析讨论、临床诊断并制定检查、
诊疗或手术方案，每日仅限50人参与，且提
前预约可享击鼓超声免费检查。详情拨打
电话028-69982575咨询预约。

三伏关节痛？可冬病夏治
四川疑难风湿病三伏会诊大会
即将举行

省钱做牙：2人种牙1人半价
缺牙修复如何更省钱？
援助计划里含哪些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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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药除了避孕还有妙用！
四川名医“今日服务”直通专家为您答疑

据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犯罪嫌疑人陈某等三名老板通过网上平台高利放贷，
并设立专门的催债公司，利用“呼死你”等网络软件设
备，不断对借款人及其通讯录联系人实施骚扰、侮辱、
威胁，以达到逼迫借款人还贷的目的。

为什么都要用“呼死你”？
““如果运气好如果运气好，，打电话过去打电话过去，，借款人的家人是第借款人的家人是第

一次听说他欠钱一次听说他欠钱，，那么这笔钱就很有希望收回来那么这笔钱就很有希望收回来””

在广西的两个催债点里，警方同时查获了大量的
作案工具——外形像手机的“呼死你”设备，其中一部
分还在不断拨打欠款人的电话。

催债人员李某介绍，他们只负责打电话催债，电话
号码是财务公司转发给经理，然后再派发单子给他们。

“就是打电话叫他们还钱啊，他们要是还的话，我们就不
会有什么恶劣的手段和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不还就通
知其他联系人啊，爸爸、妈妈，还有其他亲戚朋友，说他
在外面欠了钱，叫他赶紧还一下钱之类的。”

合成照片则有另外的人印制，“一般是PS，写的大概
都是恶劣的语言，比如说嫖娼、吸毒，诅咒生病、死亡等。”

李某心里也清楚，转到他们催债点的欠款人，一般
都在外面还欠了很多的债，有其他催收公司也在催债。
如果运气好，打电话过去，借款人的家人是第一次听说
他欠钱，那么这笔钱就很有希望收回来，他们会做标
注，欠款人的家人很可能帮他还钱。

为什么不惜犯法恶劣催收？
““底薪底薪30003000元提成元提成55%%，，1010个欠款人里能催回个欠款人里能催回

来来22个个，，就算有本事了就算有本事了””

对于畸高利息，在李某看来，不可能平白无故把钱
借出去。虽然借款利息高，但是坏账也有很多，10个欠
款人里，他们能催回来2个，就算有本事了。而他们的收
入也和要回来的钱挂钩，“3000元底薪，提成5%。”

说到自己的违法催收行为，李某称，他并不知道触
犯了法律。他认为公司和借款人签有借款合同，借款人
就应该按照合同还钱，如果他们不借这个钱，也就不会
有后面这些（恶劣催收）了。

犯罪嫌疑人郭某以前做贸易，后来看到身边很多朋
友在做借贷生意，便跟着入了行。据郭某介绍，起初网上
借贷生意很一般，由于太多人不还钱，每个月账面只能
持平，于是便和陈某、何某三人一起成立了催债公司。

为什么亲友的电话都能掌握？
““申请贷款时平台会提出访问手机通讯录申请贷款时平台会提出访问手机通讯录

的权限要求的权限要求，，如果不通过如果不通过，，贷款往往不能获批贷款往往不能获批””

郭某也知道最高法划定的民间借贷年利率红线，
但他认为，因为双方是自愿签订的借款合同，所以借款
人一般不会报警，“我们这个是线下协商的，私底下约
定好，如果你不接受，我也不是强迫你借。”

事实上，办案民警调查发现，何小军从借款开始，
就陷入了速贷公司的“套路”。他所签订的网络借款合
同，属于阴阳合同，合同上的借款数额大，但实际拿到
手的钱极少、周息却畸高，对社会的危害性很大。经了
解，通过网贷平台APP在用户申请贷款时，一般都会提
出访问手机通讯录的权限要求，通过后，用户的手机通
讯录信息就会传送至公司，如果不通过此类权限要求，
那么贷款往往不能获批。

办案民警表示，网上借贷平台有一个特点，不需要
抵押，借款快、放款快，但是在还款的时候，与正常的借
贷平台相比，风险也要高得多。借款方为了保证自己的
利益最大化，就会通过很多不法手段来催债。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我们会对他每笔流水涉及的受害人进行核实，
川内的很多受害人已经找过了，大概有两百多人。”办
案民警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目前警方正在梳理全国
范围从他们手上借钱的受害人，已梳理出2000多人。

经警方调查，该团伙共计非法获取借款人通讯
录5800余个、电话号码163万余条，涉案金额近800
余万元，受害者涉及30多个省份。这也是夹江县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又一战果。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等11人因涉嫌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被公安机关依法执行
逮捕。

警方特别提醒：追债人催债要符合法律法规，
虽然逾期人有错在先，但是也不能采用违法手段
催收，暴力催债更是不可取的，一切都要以法律法
规为准则，不能超越法律的底线。市民如果遇到短
信、电话持续骚扰，应及时报案，维护自身的权益。

长效或短效避孕药是目前一种比较便
利和可靠的避孕手段，更神奇的是，除了避
孕，它们还有妙用！今天，四川名医邀请到成
都市第七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黄静
于15：30~16：30值守健康热线60160000。若
你或亲朋好友对宫颈疾病、宫外孕、不孕症、
子宫肌瘤、卵巢良恶性肿瘤、子宫恶性肿瘤
等疾病存在任何疑问，都可以在上述时间段
拨打名医热线60160000，与黄静医生直接通
话。

想知道更多服务信息吗？赶紧关注“成
都商报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
单栏目条的“今日服务”，根据提示进入相应
版块，即可直通名医服务。 （石雪梅）

催债江湖
“套路贷”背后的

催债
三板斧

每 天 几
乎24小时不
停歇电话骚
扰，经常一天
达数千次

“呼死你”
不堪入目

的骚扰短信不
断发来，甚至
发给欠债人的
亲戚和朋友

骚扰
短信

对于何小军（化名）来说，这一切像一场噩梦。
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陌生电话频繁打入，有时一天达到数千次，一些不堪入目

的骚扰短信和各种合成照片也不断发来，被“吸毒”、被“嫖娼”、被“死亡”……甚至连
何小军的很多家人和朋友也被骚扰得无法正常生活。

日前，随着犯罪嫌疑人陈某等11人被四川夹江警方抓捕归案，何小军才从噩梦
中醒来，生活终于归于平静。而被骚扰的背后，是隐藏着“套路贷”的“催债江湖”。

网贷1万
却怎么也还不完

事情要从2017年1月说起。
那段时间，何小军特别缺钱，有一天他骑共享

单车的时候，无意间发现车身上的一个小广告，
“说借钱特别方便，无抵押贷款。”

何小军心想，既然那么方便，他只是周转一下
资金，很快就可以还上的。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
样，他赶紧拨打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通过一平台向
深圳某网上速贷公司进行贷款。按照对方要求，他上
传了自己的身份证和通讯录信息。

本以为这是正常的贷款流程，但事情远没有
他想的那么简单。

根据何小军的借款记录显示，他借了10000元，

到他手里只有8000元，但他欠条上是打的12000元。
如果他不能准时还钱的话，这2000元将计算成本
金，利息也会计算成本金，重新再计算利息。

不过，何小军还了几周利息后，由于资金困
难，始终无法归还本金，只能不断借款，拆东墙补
西墙。贷款像个雪球，越滚越大。

后来连何小军自己也记不清楚到底借了多少
钱？还了多少钱？因为他每天都要收到催款短信，已
经晕了。但他知道最初自己只拿到了8000元本金，
而陆续支付的利息早已超过了10000元。

噩梦来了
被催债骚扰半年

让何小军更晕的是，从去年11月开始，“噩梦”
便接踵而至。

“开始每天有人不停给我打电话，电话号码来
自全国各地，电话也接不起来，响一声就给你挂
掉。”何小军说，每天几乎24小时不停歇地给他打电
话，经常一天达到数千次。

何小军明白，这就是传说中的“呼死你”。“呼死
你”又名网络电话自动追呼系统或者手机轰炸软
件，是以通讯费用低廉的网络电话作为呼叫平台，
采用网络电话通讯技术进行信息轰炸。

不仅被“呼死”，一些不堪入目的骚扰短信也不
断发来。很多亲戚和朋友打来电话询问何小军到底
出什么事了？原来，他们也一起被骚扰了。

何小军一位朋友的手机上收到这样一条短信
内容：你的朋友何小军因吸毒嫖娼向我们公司借
款，至今未还，公司将不惜一切代价追回欠款。借
款时，他留下所有亲朋好友电话，此人道德败坏，
望亲戚朋友相互转告谨防受骗。

在给何小军及其身边的人打完骚扰电话、发完
骚扰短信之后，见何小军还没有还钱，催债人员又发
来合成图片。在这些图片中，何小军成了“吸毒者”、

“艾滋病患者”等，还被印成了传单，“威胁我再不还
钱，就要拿去贴在围墙上、电杆上。”

何小军彻底崩溃了，而“雪球”还在滚大。今年
3月，他拨打了110报警求助。

警方介入
跨省抓捕了11人

何小军的报警，引起了夹江县公安局的高度
重视，虽然看似涉案金额不大，但是何小军的借款
以周息为还款方式，周息高达20%以上，换算成年
率则为1042%。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借贷年利率
24%以内受法律保护，超过36%的部分则无效。

由于放款方是通过第三方网络平台进行放
款，给警方的调查带来了很大难度。“这类案子，因
为是非接触性的，通过网络平台办理，人与人之间

不见面。”民警介绍说，而且对方的身份信息不容
易查，有些用的是虚拟名字。

围绕该速贷公司，民警进行分析研判，逐步掌
握了其中一名负责人陈某的相关犯罪证据，再以
陈某为突破口，顺藤摸瓜，最终锁定了以陈某为首
的犯罪团伙。

经警方调查，陈某等三人作为老板通过第三
方平台进行放贷，为了催款，下面专门成立了一个
催收公司，分别在广西的藤县、博白县设立办公
点，有专人进行催收业务。

4月中旬，夹江县公安局组织45名精干警力，前
往广西省藤县、博白县及广东省东莞市三地，在当地
警方的配合下，同时抓捕了11名犯罪嫌疑人。

“套路贷”噩梦 催债江湖

最新进展 已梳理出全国2000多名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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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查获的部分“呼死你”设备

正在运行的“呼死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