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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特征

管理及处罚

症状及副作用

南
海
区
举
报
电
话

区扫黑除恶办 86399545（工作时间）

区公安分局 13500260110(24 小时）

区纪委（监察委） 12388（工作时间）

如市民发现

涉黑涉恶涉乱线

索，欢迎积极举

报，举报线索有

机会获得最高 13

万元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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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珠江时报记者 刘永亮

以案说法 擅自占用林地违建厂房被罚款

部门提醒 侵占林地行为将受严惩

法
律
链
接

没有办理任何审批手续就占用了林地的行为，自然资

源局一定会严惩不贷！各位街坊，保护森林，人人有责！

如果你在南海发现有人砍伐树木侵占林地，请及时向佛山

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举报，举报电话 0757-86369912。

新型
毒品

溶解后的氟硝西泮。

2018 年 5 月 22日，浙江奉化公安分局西

坞派出所接到线索，有人在岳林街道梅里达附

近一单身公寓内吸食毒品，警方现场检查后现

场抓获 2 名吸毒人员。

奇怪的是，两人的常规尿检结果为阴性，

并未检测到吸毒情况。其实，这两个年轻人正

在吸食一种叫“蓝精灵”的新型毒品，连常规

尿检也检测不出。

民警很快抓获了他们的上家江某，江某落

网时，正在宁波鄞州一家酒店外面“做买卖”，

身上藏着7粒“蓝精灵”。突击搜查江某的出租屋，

民警发现了 66 颗药丸。

案例

进入 8月，不少学生又迎来了暑假，尤其是

高考毕业生，终于可以卸下包袱，放飞自我，有

人还会到KTV、酒吧、会所等娱乐场所休闲娱乐。

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些复杂场所内还潜藏着危险，

尤其是毒品。家书这就带你了解一种可能出现在

娱乐场所的新型毒品——氟硝西泮。

氟硝西泮

别 名 氟 硝 基

安定，属于新精神

活性物质。也被称

为“蓝精灵”“约

会强暴药”“迷奸

水”“听话水”等。

氟硝西泮无法通过尿检检测，微溶于水，

品种多样，溶液呈淡蓝色微苦或无色无味。

氟硝西泮有催眠、遗忘、镇静、抗焦虑、肌肉

松弛和抗惊厥作用，其中催眠和遗忘的作用更显著。

一旦服用后，人体会失去对近期发生事情

的记忆力；也有可能发生痉挛性肌肉收缩、抽

搐、昏迷、肝衰竭；中毒者还可能因呕吐使呼

吸道梗阻窒息而死。

随着南海区保护森林资源工作不断推进，越

来越多的镇街都在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森林公园。

但在各镇街积极开展保护森林资源工作的同时，

也有少部分的人和单位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私自

占用林地，破坏森林。殊不知，侵占林地违建也

会受到重罚。

2019 年 9 月，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在日常巡

查中发现，某公司在丹灶镇南海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内

某林地上建设厂房，存在涉嫌擅自占用林地并改变林地用

途的行为。

经调查核实，现场违建了两层厂房，侵占林业用地面积

为4551平方米（折合6.8265亩）。该公司因施工前未办理征用、

占用林地相关行政许可，属于擅自改变林地用途，其行为已

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最终，佛山市自然资源局依法对该公司作出罚款人民

币 95571 元，并责令限期恢复原状的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

之第一款：“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

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非法改变用途

林地每平方米10元至30元的罚款”。

这些场所暗藏危机 
新型毒品要小心

珍爱生命

远离 毒品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杨慧 通讯员 陆泳桦

非法集资活动的
四个常见套路

Q 什么是非法集资？

A

随着互联网不断发展，各种金融诈骗手段也层出不

穷，让大家防不胜防。本期家书为大家整理了一些防范金融

诈骗的小知识，大家赶紧学习起来吧！

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10〕18 号），非法集

资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

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

（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

资金的行为。非法集资

活动涉及内容广，表现

形式多样，从目前案发

情况看，主要包括债权、

股权、商品营销、生产经

营等四大类。

Q “区块链”项目可以赚钱？ Q 消费返利这种模式可以
参与吗？

Q 个人投资私募基金需要
注意哪些？

A

A

一些不法分子打着

“区块链”的旗号，通过

发行所谓“虚拟货币”“虚

拟资产”“数字资产”等

方式吸收资金，此类活动

并非真正基于区块链技

术，而是炒作区块链概念

行非法集资、传销、诈骗

之实。

此类活动以“金融创

新”为噱头，实质是“借

新还旧”的庞氏骗局，资

金运转难以长期维系。如

遭遇非法集资损失，请第

一时间到公安机关报案。

此外，市民可通过以下渠

道向南海区防范处置金

融风险和非法集资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提供非法集

资、扫黑除恶金融放贷领

域线索，一经查实可获举

报奖励。

南海区处非办工作邮

箱：jrb_nhqcfb@nanhai.

gov.cn

一些第三方平台打着

“创业”“创新”的旗号，

以“购物返本”“消费等于

赚钱”“你消费我还钱”为

噱头，承诺高额甚至全额返

还消费款、加盟费等，以此

吸引消费者、商家投入资金。

此类“消费返利”不同

于正常商家返利促销活动，

存在高额返利难以实现、资

金安全无法保障、运营模式

存在违法风险等风险隐患。

A 投资前，建议到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

该私募基金公司是否登记，

该私募产品是否备案。同时，

购买私募产品必须符合法定

合格投资者条件，具备相应

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

力。私募产品不能向不特定

对象销售。

一是承诺高额回报，编

造“致富”神话。

二是编造投资项目，打

消群众疑虑。

三是装点公司门面，营

造实力假象。

四是混淆投资概念，常

人难以判断。

侵占林地违建

被罚近10万元

违法用地违法建设

查 治处 理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杨慧 通讯员 袁婷

目前，氟硝西泮在我国被纳入第二类精神

药品进行管理，非法销售将涉嫌贩卖毒品罪。

认清“套路贷” 避免掉陷阱
南海持续大力整治“套路贷”问题

“无需抵押、无需资质、快速放贷”，这类贷款广告，您看

到过吗？这些都是“套路贷”的“套路”之一！很多受害人一开

始贷款金额很小，手续简单，但在众多“套路”的威逼利诱下，

债务却越滚越多，甚至以贷还贷，有的受害人倾家荡产，卖房还贷；

有的被迫退学，离家出走躲避债务；有的走投无路，被迫自杀。

“套路贷”是新型黑恶犯罪，严重侵害群众的财产和人身安

全，是南海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整治对象。

在读高中生刘某因创业需要，

向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借款 6万

元，但该公司仅提供3000元的借款，

口头约定月息600元，谎称会撕毁

已签订的6万元借款合同。岂料随

后该公司以 6万元借款合同向受

害人追债，并以上门催收、淋红油

等方式威胁他多次签订新的借据

以覆盖旧的借款及利息。最后将

新旧借据及利息累计后，称受害

人欠款金额合计 39万元，迫使他

提供商品房抵债，受害人的父亲

被迫以124.8 万元将该房买回。

在该案件中，“小额贷款公

司”由以钟某为首的涉黑组织操

控。2014 年起，钟某等人陆续成

立多家投资公司，利用在校学生

社会经验较少、经济能力较差而

急需创业资金、进行高消费的情

况，以高利放贷为依托，通过“套

路贷”、签订高额利息或多倍本

金的借款合同、诱使他人参与网

络赌博等方式恶意叠加债务，并

通过淋红油、张贴大头照、打砸

门窗、拘禁威胁等方式非法讨债，

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非法

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获取非法

高额利益。

最终，法院以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

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寻衅

滋事罪，数罪并罚，判处钟某有

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人

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至 1

年 3个月。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杨慧 通讯员 朗乾坤

以案说法

教你分辨“套路贷”套路

高中生贷款遭“套路”
家人被迫用房子抵债

“套路贷”的目的不在于“吃本金”“吃利息”，而是利用借款人着急

用钱而又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心理，一步步设套，最终非法

占有受害人的财产，其本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套路贷”实施“下

套”，一般有 6 个步骤

打着“小额贷款公司”的名义招揽生意。

签空白合同。犯罪团伙游说受害人签订空白合同，随后在合同上

随意添加内容，包括出借人、借款时间、利息额度。

制造“证据链条”。除了合同，犯罪团伙还要求受害人签一些法

律文书，比如房产抵押合同、房产买卖委托书，有的还要求受害人

办理相关公证手续。另外，犯罪团伙先把贷款金额全部转给受害人，

再让后者取出钱来，形成“银行流水与借款合同一致”的证据。

单方面肆意认定违约或故意制造违约。犯罪团伙通过种种手段，

让受害人“违约”。即便受害人到期主动还款，犯罪团伙也会故意“玩

失踪”，等到合同超期后才出现，之后便要求受害人赔偿“违约金”。

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在借款人无力偿还的情况下，犯罪团伙会介

绍其他“小额贷款公司”与借款人签订新的更高数额的合同来“平账”。

实际上，这类公司往往是一伙的，让受害人陷入一环套一环的陷阱。

软硬兼施“索债”。索债通常有两种方式：利用之前制造的抵押

合同、银行流水等虚假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敲诈勒索、

非法拘禁、电话轰炸等非法手段，滋扰受害人及其家人正常生活，

强迫对方偿还“债务”。

骗你没商量
“虚拟货币”可以“躺着赚钱”？ 

套路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