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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隔近 7 年，
福建省闽侯县的姚
某终于在民政局撤
销了他与“莫某”的
婚姻登记。
　　就在他们登记
结婚的第二天，收
了 6.8 万元彩礼的
新 娘 竟 然 一 去 不

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姚某为了摆脱
这段“婚姻”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可谓
费尽周折。最终在检察机关帮助下，问
题才得以解决。

“跑路”的新娘

　　 2013 年 12 月，姚某经过媒人牵
线认识了莫某。莫某自称 1988 年生
人，到福州找工作，暂住在宾馆里。姚
某对她印象不错，时常陪她逛街、买衣
服。时间不长，他就有了与对方结婚的
打算。
　　姚某要结婚，莫某便提出要 6.8
万元的彩礼。对此，姚某并没有多想就
同意了。
　　“因为自己年纪大了，也着急结
婚。”姚某说，家人对此也是认可的，还
向亲戚家借了 7 万元。二人领了结婚
证，女方收下全额彩礼现金，还拿了
5000 元给媒人。
　　谁知，领了结婚证后不到 24 小
时，新娘就失踪了。

　　“那天，她说要把彩礼汇给家人，
让我带她到银行汇款。我填单子时，她
说大厅空气不好要出去透透气，哪能
想到，一转眼的工夫人就不见了。”姚
某说，第二天他赶到派出所，被告知二
人结婚证上莫某的头像，与系统中身
份证上的根本不是同一个人。他这才
意识到，自己遭遇了骗婚。
　　莫某不只骗了姚某。调查显示，莫
某在广西、浙江、山西、福建、安徽共有
5 次婚姻登记信息。据办案的检察机
关透露，目前公安部门正在对该案进
行侦查。

“离婚”花了 7 年

　　面对“人财两空”，姚某只能申请
撤销婚姻登记。没想到，事情并没有这
么简单。
　　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他，根据当
时施行的婚姻法规定，只有受胁迫的
婚姻才可以撤销。但姚某的遭遇，并不
属于法律规定的婚姻无效或者可撤销
的情形。
　　于是，姚某被这样一段“婚姻”关
系“围困”了。即使后来有了新的女友，
也无法领证结婚。
　　 2017 年底，忍无可忍的姚某找
到律师寻求帮助。律师建议他提起行
政诉讼，起诉民政局要求撤销婚姻登
记。然而，由于家中的诸多变故，直到
超过 5 年诉讼期限，姚某也没来得及

提起诉讼。他此后提起的多次民事诉
讼也均被法院驳回。
　　 2020 年，姚某通过律师了解到
可以申请检察机关介入行使监督权，
遂向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经
过审查，检察机关认为该案虽然已经
超过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但姚某的诉
求合法合理，决定将其纳入行政争议
实质性化解工作，并指定闽侯县人民
检察院办理。
　　为办好这个案件，检察机关专程
前往山西调查莫某骗婚的情况，并在
另一名与莫某登记结婚的男子处了解
到如出一辙的受骗经历。

　　 2020 年 9 月，闽侯县检察院举
行公开听证和专家论证会。与会人员
一致认为，该案虽然不属于法律规定
的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但在认定
骗婚事实的基础上，民政部门应纠正
此前的颁证行为。
　　在检察机关向县民政局发出检察
建议后，民政局注销了姚某和莫某的
婚姻登记信息。
  针对姚某多年奔波申诉、生活艰
难的情况，闽侯县检察院还给予司法
救助 4 万元，并启动立案监督程序，
督促县公安局进一步对莫某的骗婚行
为立案侦查。

如何撤销婚姻？

　　实际上，对于“骗婚”情形下婚姻
关系的处理，法律界意见不一。今年 1
月 1 日民法典施行后，婚姻法已被取
代。而在民法典立法过程中，“以伪造、
变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结婚登记
的婚姻无效”曾被写入草案，后又被
删除。
　　此前，民法典制定过程中，有意见
认为，这种行为可能仅是违反结婚登
记的形式要件，不宜一律认定为无效，
可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婚姻效
力。还有法学专家说，以伪造、变造、冒
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结婚登记的，往往
是为了掩盖重婚、未到结婚年龄等，而
民法典已经明确了婚姻无效的几种情
形，并增加规定了隐瞒重大疾病可撤
销婚姻等，因此无须再重复规定。
　　对于“骗婚”引发的婚姻登记问
题，司法机关也有关注。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规
定，当事人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
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撤销结婚登
记的，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冒名登记结婚骗取财物的案件
中，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真实婚姻关系，
难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救济。”姚
某的律师赵秀芝说，“很多人对行政诉
讼也缺乏了解，一旦错过起诉期限，就

容易陷入维权困境。”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蒋晓焜表示，行政诉讼是遭遇“骗
婚”后撤销婚姻登记的救济渠道。但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行政诉讼法规
定，起诉应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
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超过五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拍 案

　　婚姻，既是人生大事，也是严肃
的法律关系。对于无效婚姻以及撤
销婚姻，我国法律作出了严格的限
定。遭遇“骗婚”，你可以通过行政诉
讼请求撤销婚姻登记。更重要的是，
谈婚论嫁之前，每个人都应当保持
必要的冷静，加强对彼此及家庭情
况的了解，不头脑发热，不轻信“媒
人”。刚刚认识不久就轻易支付高额
彩礼，或在短期内赠与高额财产，很
可能遭受损失。
　　期待执法机关进一步加大侦查
和惩治力度，让“骗婚”者无处遁形。
也期待行政机关不断提升数据共享
水平、加大婚姻登记的审查力度，在
受害者求助时积极作为，加大调查
取证力度，帮助受害者将损失降到
最小。
     （记者罗沙、邓倩倩、
        陈菲、任沁沁）
      新华社国内部出品

结婚第二天新娘“跑路”，撤销婚姻用了 7 年

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被告人
陈某枝在前夫陈某波因涉嫌集资诈骗
潜逃境外后，将赃款“洗”成比特币，供
陈某波在境外挥霍，金额达 90 多
万元。
　　“黑钱”是怎样用比特币一步步

“洗白”的？这起案件为我们揭开了虚
拟货币洗钱犯罪背后的“套路”。

神秘的 3 人聊天群

　　 2015 年 8 月至 2018 年 10 月
间，陈某波通过开设公司未经批准向
社会公开宣传定期固定收益理财产
品、开设交易平台发行“虚拟币”并诱
骗客户交易等方式，骗取了大量客户
资金。
　　这些非法勾当没能躲过警方的火
眼金睛。2018 年 11 月，上海市公安
局浦东分局对陈某波以涉嫌集资诈骗
罪立案侦查，涉案金额 1200 余万元。
感觉到风吹草动的陈某波，迅速潜逃
境外。
　　对于罪行败露的后果，陈某波心
知肚明，也早就布好了“后手”。2018
年年中，陈某波将非法集资款中的
300 万元转账至其妻陈某枝的个人银
行账户，并于当年 8 月与她假离婚，
以便接下来转移财产，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
　　 2018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底，陈
某枝在陈某波逃往境外后，将 300 万
元赃款转回至陈某波的个人银行账户
供其在境外使用，但陈某波仍不知足。
　　陈某波曾自己开设平台发行“虚
拟币”诱骗客户，深谙“币圈”套路。于
是，他把“洗钱”的主意打到了比特币
上。第一步，陈某波指使陈某枝把他用
非法集资款购买的一辆豪车以 90 余

万元的低价出售。第二步，陈某波组建
了一个仅有他本人、陈某枝和一位比
特币“矿工”的 3 人聊天群。在群组
中，陈某波让陈某枝逐步把钱转给“矿
工”，换取比特币密钥，并将密钥发送
给他，供其在境外兑换使用。
　　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
猎手。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在查办陈
某波集资诈骗案中发现了陈某枝洗钱
犯罪线索，经立案侦查后，于 2019 年
4 月 3 日以陈某枝涉嫌洗钱罪将案件
移送起诉。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
察部检察官朱奇佳介绍，根据这个三
人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办案人员商请
人民银行排查可疑交易，通过穿透资
金链等方式获取相关证据。
　　检方审查认为，陈某枝以银行转
账、兑换比特币等方式帮助陈某波向
境外转移集资诈骗款，构成洗钱罪；陈
某波集资诈骗犯罪事实可以确认，其
潜逃境外不影响对陈某枝洗钱犯罪的
认定。
　　 2019 年 10 月 9 日，上海浦东新
区人民检察院以洗钱罪对陈某枝提起
公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当
年 12 月 23 日作出判决，认定陈某枝
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
金 20 万元。

  我国境内从事虚拟货币

交易均属非法

　　比特币不依靠特定货币机构发
行，总数量具有稀缺性，因此受到一些
人的追捧。但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匿名、
难追查、无国界等特征，也成了犯罪分
子理想的洗钱途径。事实上，由于虚拟
货币存在国家金融安全等方面的威

胁，其交易在我国境内早已被叫停。
　　早在 2013 年，中国人民银行等
五部门就联合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
风险的通知》，要求各金融机构和支付
机构不得开展与比特币相关的业务；
2017 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发布
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
告》进一步明确，融资主体通过代币的
违规发售、流通，向投资者筹集比特
币、以太币等所谓“虚拟货币”，本质上
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
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
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
违法犯罪活动。
　　高压严打之下，一些不法分子将
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改头换面，或者通
过场外交易等方式企图逃避监管；一
些防范意识淡薄的人在巨大利益的诱
惑下，往往就会落入陷阱。

  打击虚拟货币洗钱犯罪

任重道远

　　目前，打击虚拟货币洗钱犯罪仍
然面临一些难处。比如，虽然我国监管
机关明确禁止代币发行融资和兑换活
动，但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比特币
等虚拟货币采取的监管政策存在差
异，通过境外虚拟货币服务商、交易
所，可实现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的自
由兑换，虚拟货币被利用成为跨境清
洗资金的新手段。
　　在陈某枝洗钱一案的查办过程
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建议，加强新领
域反洗钱监管和金融情报分析。
　　据央行有关负责人介绍，反洗钱
部门高度关注虚拟资产洗钱风险，结
合我国监管实际和风险状况，正在加
紧开展涉虚拟货币洗钱风险研究，在
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同时，依法配合
有关部门打击涉虚拟资产的洗钱和上
游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和金融
安全。

拍 案

　　“币圈”不是法外之地。随着相关
法律法规日益完善、调查取证手段不
断更新、以及国际协作打击力度不断
加大，利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洗钱的

“灰色空间”正在越收越窄，那些妄图
瞒天过海的不法分子，必将插翅难逃。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需要擦亮眼睛、
提高警惕，避免沦为洗钱犯罪的“工具
人”。当然，我们更期待有关部门进一
步加强对虚拟资产洗钱行为的打击、
强化海外追逃力度，以正义之光，让暗
流涌动的罪恶无所遁形。
     （记者白阳、刘硕、吴雨）
       新华社国内部出品

“黑钱”就这样用比特币“洗白”
揭秘虚拟货币洗钱犯罪背后的“套路”

　　“得物 App”购物平台以“先鉴
别、后发货”著称，一双限量版运动
鞋，如果有“得物”的鉴别证书和认
证鞋扣加持，往往被认为是正品。有
不法分子盯上这个平台，动起了“歪
脑筋”。
　　鉴别证书、认证鞋扣、包装盒和
胶带——— 防伪“四件套”，犯罪嫌疑
人造假成本不到 3 元，却以 20 元
一套的价格进行销售。
　　一些商家批量购买后，将自己
生产销售的假冒运动鞋包装成正
品，以高价出售，非法获利。
　　一些个人鞋友也用以包装自己
的假鞋，其中不乏用包装过的假鞋
冒充正品销售欺骗他人的行为。
　　近日，上海警方破获了申城首
例第三方鉴定平台防伪标识被侵权
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16 名，查获
假冒鉴定标识，包括鉴别证书、认证
鞋扣、包装盒和胶带共计 130 余万
件，涉案金额高达 700 余万元。

  防伪套装被“破防”，假

网站在线“认证”

　　 2020 年 12 月，上海市公安局
网安总队接到线索，称有人架设服
务器制作假冒第三方鉴定平台（得
物 App）的网站页面，涉嫌售假。
　　警方调查发现，确实存在多达
17 个与该平台域名极其相似的“李
鬼”网页。然而经过与得物平台方的
核实，这些并非官方网站页面，而是
架设在境外服务器上由私人注册的
网站。
　　“我们在对比官方页面时发现，
这些‘克隆’的网页版面排布基本是
照搬照抄，除了域名有所不同外，其
他细节几乎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
度。”上海市虹口公安分局网安支队
副支队长邹征告诉记者，“这对一般
消费者而言，很难辨别真伪。”
　　这些虚假的网页均由犯罪嫌疑
人林某注册，嫌疑人温某负责维护，
据温某供述，其需要“紧盯”官方网
页，“一旦发现官网有变化，马上要
进行更新。”
　　随着调查逐渐深入，警方发现
林某不仅“克隆”了多个虚假网页，
还伙同徐某、吴某、周某等人生产、
销售假冒的该鉴定平台的鉴别证
书、认证鞋扣、包装盒和胶带，也就
是俗称的防伪“四件套”。
　　据得物 App 安全管理负责人
尤炜介绍，正规的防伪“四件套”会
搭配经鉴定的运动鞋，做到“一鞋一
码”，“消费者可以使用正规 App 扫
描证书上的二维码，查看正规的运
动鞋认证信息，相当于这双球鞋的

‘身份证’。”而林某制售的假冒“四件
套”粗看之下与正品并无太大区别，假
冒的认证鞋扣和鉴别证书上也印有二
维码，但该二维码不能使用鉴定平台
官方 App 扫描读取信息。
　　“消费者需要通过微信等其他
App 扫描，随后便会链接到林某注册
的虚假鉴定页面，即一张与官网相比
几乎能以假乱真的虚假认证信息图。”
邹征介绍说。

假冒“四件套”造价不足 3 元

　　这样一套假冒防伪“四件套”成本
不到 3 元，林某等人在线上却以 20
元一套的价格进行售卖。上海市虹口
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情报技术室主任偰
宜君告诉记者，一些制售假冒运动鞋
的商家批量购买假冒“四件套”后，就
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售卖的假冒运动
鞋包装成正品，以高价出售。
　　“这起制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标
识案件，套用一句流行语来说，真是

‘成本价不高，危害性极强’。”偰宜君
说，“犯罪嫌疑人利用得物带有鉴定真
品性质的标识，为其他不法分子的制
假、售假大开方便之门，相当于为他人
的制假、售假‘保驾护航’。”
　　 2021 年 1 月下旬，上海警方在
掌握了以林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成员
组织架构后开展了集中抓捕行动，一
举将广东的涉嫌提供虚假网络验证
信息犯罪团伙和生产、销售假冒认证
鞋扣和包装盒的团伙成员，以及浙江
的生产、销售假冒鉴别证书和胶带的
团伙成员，共计 16 名犯罪嫌疑人捉
拿归案，查扣假冒防伪“四件套”130
余万件，查证涉案金额高达 700 余
万元。

　　目前，林某等人因涉嫌非法制
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
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批
准逮捕。

防伪标识也需“防伪”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
者对高品质商品“保真”的需求也越
来越强烈。于是，各色防伪标签成为
高品质商品的“伴侣”，却也成了一
些不法分子眼中的“肥肉”。
　　前些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热
销，因为“洗澡蟹”等以次充好的问
题层出不穷，当地水产养殖协会搞
起了“大闸蟹戒指”——— 鉴别阳澄湖
大闸蟹真伪的蟹扣。不法分子盯上
了蟹扣，曾经一些网店公开销售阳
澄湖大闸蟹的防伪蟹扣，为一些“李
鬼蟹”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打开了
方便之门。

拍 案

　　防伪标识本身即为伪造，“四件
套”一应俱全，为消费者“量身定做”
查询系统，不法分子制假售假花样
不断翻新，为了让消费者入坑煞费
苦心。
　　诚信的市场经济必须依靠法治
维护。应对制假售假新变化新挑战，
一方面需要监管部门切实肩负起监
管职责，警方对制假售假的不法分
子进行严厉打击；另一方面，企业和
从业者自身也要提高警惕，不断升
级加固防伪认证的“防火墙”。别让
假防伪，毁了真招牌。
       （记者熊丰、朱翃）
      新华社国内部出品

从证书到网站“全流程”造假
为卖假冒“限量球鞋”，犯罪分子也是“拼”了

漫画：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上海警方在犯罪嫌疑人的仓库中清点赃物。  新华社发

8 融媒 2021 年 4 月 13 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