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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盛租车关门 投资者车没见着钱难要
济南公司负责人称，博盛总部控制人失联导致资金出问题，他们也报了警

“唐小僧”关停 不少人被坑十来万
天上不会掉馅饼，投资高返利平台一定要慎重
□记者 杜鸿浩

在唐小僧平台上投资5万元
后，赵女士却发现平台APP无法
登录了。6月中旬该平台突然关
停，济南多位市民被套，投资款少
则五万，多达十几万。目前，投资
者已向济南警方报案。

今年6月中旬，唐小僧平台发
公告称，15日至19日进行“系统升
级”。但19日系统升级后赵女士发
现，平台无法登录了，“更无法查询
及提现，客服电话也无法接通。”赵
女士这才意识到该平台已关停。

据了解，唐小僧是一款P2P

投资平台，投资者只需投入本金，
一段时间就可返还本金和利息。

赵女士5万元被套，但她不是
唯一受损的投资者。济南市民李
梅(化名)投资10万难要回，“这10
万动用的是父母的养老金，我现
在都不敢告诉家里。”另一位济南
投资者称，自己工作四年攒下
10 . 6万，也全部投入无法要回。

赵女士介绍：“我们成立了维
权群，目前群里有40多人，数额多
的将近20万，大部分在10万左右。”

资料显示，唐小僧运营公司为
资邦元达(上海)互联网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0

月，注册资本26000万。据唐小僧官
方微信公众号显示，截至去年8月，
唐小僧注册会员超1000万人，交易
额超750亿。27日下午,记者搜索发
现，唐小僧投资平台官网仍能打
开，但其APP已无法登录，官网也
无法进行个人注册。唐小僧客服
已“暂时无法接通”。而在该平台
官方微博下方，投资者们索要本
金的留言已经刷屏。

另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唐小僧平台6月中旬就已关停，其
高管于6月16日上午主动找到上
海经侦报案，公司营业场所已被
警方封锁。

□首席记者 吴永功

生活日报6月27日讯 27日,记
者从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了解
到，近期济南市反诈骗中心接到多
起冒充网购平台客服，以操作失误
为由实施诈骗的警情。

假淘宝客服骗走1万多

6月17日晚8点左右，济南市民张
女士接到一自称淘宝营业中心经理
的男子电话，说由于新员工操作失
误，误将张女士列入淘宝VIP代理商。
成为代理商好处是在淘宝购物可打
六至七折，坏处是每月要在银行卡里
扣500元。张女士告知对方取消此功
能，对方说VIP客户是与银行签约的，
不能单方面取消，需要银行协助。

该客服问张女士平时使用什
么银行卡，张女士告知了对方，对
方告诉她不要挂断电话，要帮其转
接到银行。之后，“银行客服”报了
工号，问张女士办什么业务，张女
士就把淘宝的事说了一下。对方告
知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去银行打
印回执单，二是用手机操作，在邮
箱里接受电子回执单。

张女士就跟对方说，用手机操
作吧。对方让其打开支付宝，点击
转账，输入银行卡号，输入金额

“6.01”，说会在几分钟内转回，然后向
其邮箱发回执单。过了一会，张女士
支付宝果然收到“6 . 01”的退款。只
是她查看邮箱时，发现没有回执。

对方又让其下载一个该银行的
手机APP，然后登录。这时对方电话中
断。过了一会电话打回来，问张女士
银行卡里有多少钱，张女士说有1万
多，对方让其点击转账，同时告诉转
账的账户、银行。张女士就按对方所
说将钱转了过去。对方让张女士下载
360借条，准备再行诈骗时，张女士接
到了市反诈骗中心的短信，告诉她
接的电话是诈骗电话。张女士此时
已损失了1万多元。

假天猫客服骗走10万

6月22日，济南市民李女士接到
一自称天猫客服男子的电话，说因操
作失误，给受害人办了个国际业务员
的业务，需每月从银行卡里扣500元，
李女士要求取消。对方说，如果要
取消，需要帮其转接银行客服。李女
士向所谓的“银行客服”说要取消会
员业务，客服说取消会员需要把个人
账户冻结，先转出去防止扣费，并问
李女士账户里有多少钱。

李女士告知对方卡里有10万多
元。接着，银行客服就让李女士下载
网商银行APP，绑定两张银行卡，先
将钱充值到支付宝余额和微信钱包
里，然后再通过微信转账给两个银行
客服经理。李女士以微信转账方式将
钱转入对方提供的银行账户，共6万
元。之后，对方又说剩下的4万元需通
过ATM转账，李女士又按对方要求，
在ATM上通过无卡转账方式，将钱
打入对方提供的账号里。此时银行
客服告诉李女士，回家后再与其联
系，然后给她弄回执单。

回家后李女士再联系“银行客
服”时，对方再也不接电话。李女士银
行卡里的10万多元全部被骗。

□记者 程凌润
实习生 苗馨方 谢宜超

生活日报6月27日讯 持续
了30多个月的正常返利后，在济
南工作的德州籍女子刘芳(化名)
再也没收到济南博盛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的返利，而且今年3月为期
3年的合同到期后，她也没能要回
13万元本金。与刘芳有同样遭遇
的还有40多人，他们5月中旬来到
这家汽车租赁公司时却发现大门
紧闭，相关负责人也处于失联状
态。目前，刘芳等人已报案。

5月29日，刘芳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2015年，她通过朋友介绍投
资了济南博盛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因为每月都可获现金返利，且
比同期其他理财产品收益高。

据介绍，刘芳与博盛租车签订
了《汽车买卖合同》和《汽车托管经
营合同书》，她所购买及托管的是
一款价值13万的别克轿车。“他们给
我们代买车，还要选用他们指定的
品牌。”刘芳称，虽然她手里有《机
动车登记证书》，但根本没见过自
己名下挂湖北车牌的别克轿车。

“每月能返利1000多元，刚开
始能正常返还，但今年以来就没正
常返利了。”刘芳说，按合同，博盛租
车要分36期返利，但今年1月起就没
返利，合同到期后，既没返还本金
也没归还她名下的别克轿车。

起初，刘芳与博盛租车联系
时，工作人员会以公司账上暂时
没钱为由拖延返利时间。5月中
旬，她来到这家公司办公场所，发
现已人去楼空，相关负责人的电
话也打不通了。

5月29日上午，记者联系到博
盛租车多位投资者，涉及烟台、德
州、济南、临沂等地，如今他们都
联系不上博盛租车的相关负责
人。随后，记者多次致电涉事公司
的法人代表，均无人接听。

6月20日下午，记者来到玉兰
广场，发现涉事企业办公室大门
紧锁，门口贴着一张通知称，一位
受博盛租车委托的人负责登记来
访客户的信息和诉求，并留了一
个电话号码。“目前已统计了三四
十人。”这位自称第三方的刘姓工
作人员说，他只是把相关信息汇
总发送到指定邮箱，并没有该企
业负责人的电话。

6月27日，记者联系到曾一度
失联的济南博盛法定代表人曹先
生，他说济南博盛之所以关门，是
因为总部实际控制人失联，济南
公司无法申请资金进行运转。

延伸调查

花了40万名下5辆车 3年多没见过一次
代理商称租金大部分要交给公司，投资和代理费很难挣回
□记者 程凌润

投资者：
投资40万却没见过车

“我投资40多万，共有5辆
汽车，其中两辆是别克英朗，另
外三辆是比亚迪3。”德州的马
先生说，5辆汽车每月应返利1
万多元，但实际返利并不正常，
而且被以各种理由拖延返利。

对自己名下的5辆汽车，马
先生称是济南博盛工作人员代
买的，而且需要购买指定品牌和
型号。“我有车的大本，但行驶证
是给租车公司的。”马先生说，他
投资3年多并未见过自己名下的
5辆汽车。“他们说公司很快就要
上市，我还买了好几万的原始
股。”马先生说，如今不仅没分
红，也联系不上负责人。

代理商：
200元租金要交公司130元

临沂市民周先生于2015年成
为济南博盛的代理商。周先生介
绍，博盛租车的租赁模式与其他
汽车租赁公司差不多，都要租赁
者交押金，使用时也要支付租金。

“每种车租金不一样，但大部分租
金要上交。”周先生介绍，比如一
款比亚迪轿车每天租金200元，他
只能留70元，其余130元要交公司。

“我成为代理商时，汽车租
赁还很热，但干了两年后，我发
现市场并没想象中好。”2017年
9月，周先生终止了代理协议，
他说并没挣到什么钱，且当初
投资、代理费用等都没赚回来。

“已给了五万，还有十几万没
给我呢。”周先生说，他向济南博
盛多次催促还款，起初对方以资
金不足为由拖延还款，今年5月再
联系老板时，已联系不上了。

记者探访：
涉事公司大门紧锁

6月20日下午2点多，记者

来到济南博盛公司位于玉兰广
场的办公室，却发现大门紧锁，房
间里空无一人，玻璃门上还贴着
一张通知，“本人受博盛委托，
帮助登记来访客户信息和诉求，
但因父亲生病，需请假几天，有需
要登记的可拨打电话与我联系。”

记者拨打通知上的电话，
一位刘姓男子称，自己是第三
方委托人员，目前登记来访的
客户已有40多人，但他并没有
济南博盛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他是通过邮件汇报信息的。

济南博盛负责人：
总部实际控制人失联

27日下午，记者联系上济南
博盛的经理康先生，对方称自己
早在5月初就辞职，对公司事情
不方便说。随后，济南博盛法人
代表曹先生回应称，济南博盛之
所以关门，是因为总部实际控制
人失联，济南公司无法申请资金
运转，目前，济南公司也已报警。

律师：博盛租车或涉嫌非法集资
“汽车租赁公司老板失联的情

况不多，接到投诉后我们会到现场
调查，确实联系不上的话，我们会
把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历下
区市场监管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针对多地市民投资博盛租车
却无法回本的事，记者咨询了山

东千舜律师事务所律师甄恩阳，
他说由于涉案人数和金额都比较
大，博盛租车已涉嫌非法集资。甄
恩阳说，非法集资会以理财、投
资、募股等方式募集资金，而不用
于企业正常经营，给投资人造成
了损失，符合非法集资的条件，单

位涉及金额在百万以上及个人涉
及金额在20万以上要负刑事责
任。 记者 程凌润

投资者成立维权群。 受访者供图

济济南南博博盛盛租租车车公公司司大大门门紧紧锁锁，，门门上上贴贴着着一一纸纸通通知知。。 记记者者 程程凌凌润润 摄摄

最新网购骗局

假客服出没变“戏精”

有人已被骗10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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