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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欧币”骗局 狂敛 40.6 亿元》追踪
本报讯 海口警方 7 月 7 日召开新闻发
布会，通报侦破跨亚欧网络竞技有限公司特
大网络传销案相关情况。该案因涉案金额
巨大、人员众多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针对
市民群众关注的该案头目刘琅身份、涉案公
司背景、作案手法、资金流向、案件定性等情
况，
近日海口警方披露了相关案情。
记者 畅凯 特约记者 黄培岳 通讯员 袁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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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本报 7 月 8 日 2 版）

嫌犯何许人也？
刘琅，真名刘勇，男，1968 年 4 月 16 日出生，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
曾以“刘琅”为笔名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对外一直自称刘琅，无国家公职
人员身份，
系瑞宝力源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2011 年，刘勇曾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事拘留、
逮捕；2017 年 5 月 12 日，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海口市公安局刑
事拘留，
同年 6 月 16 日经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批准被执行逮捕。

犯罪嫌疑人的瑞宝力
源公司是怎么成立的？

亿元，他们是怎么得手的？
40

“山寨”其他公司，取相似名字混淆视听
据警方调查，瑞宝力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
宝力源”
）成立于 2016 年 7 月 29 日，是一家自然人为股东
的民营企业，法人代表为刘勇之妻刘桂玲。刘桂玲女士向
警方证实，其虽是瑞宝力源的法人代表，但该公司从成立
至今都是刘勇运作。为了骗取财物，2016 年 9 月 2 日，刘
勇将瑞宝力源的股权转为瑞宝碳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瑞宝”
）代持，该公司只负责收取每年 200 万元的代持
股权管理费用，不负责瑞宝力源的经营管理和债权债务。
2017 年 3 月 7 日，瑞宝发现瑞宝力源的宣传存在夸大事实、
弄虚作假的问题，立即解除了双方的代持股合同。瑞宝力
源就是一家普通的民营公司。
中国力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源控股”
）是一家
成立于 2000 年的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郭某某拥有该公司
的 100%股权，和刘勇实际控制的瑞宝力源没有任何关系，
刘勇只是在力源控股内租了 7 个房间用以办公。郭某某向
警方反映：力源控股是一家纯粹的民营企业，不具有央企背
景，与海南跨亚欧网络竞技有限公司没有丝毫关系，其公司
从未委托过杨道计（涉案嫌疑人）代持海南跨亚欧网络竞技
有限公司 51%的股权，更未出具过任命夏建荣担任海南跨亚
欧网络竞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任命书，相关文件材料上的印
章是伪造的。
因此，
“瑞宝”和
“力源控股”两家公司，与刘勇实际控制的
“瑞宝力源”均没有任何实际关系，刘勇为公司取名“瑞宝力
源”，目的就是投机取巧、混淆视听，为跨亚欧网络竞技有限公
司开展虚假宣传涂脂抹粉。

注册资本采用认缴登记制，实际上为零注资
经查，瑞宝力源 10 亿元的注册资本采用认缴登记制，实际
上为零注资，与其有直接关联的公司共 21 家，其中绝大部分是
2016 年以后才注册或变更企业名称的。根据犯罪嫌疑人刘勇交
代，
瑞宝力源除了花费 2.17 亿元收购了中食高科研究开发有限公
司之外，没有其他的实际资产，在此 2.17 亿元的收购款项中，1.1
亿元为跨亚欧公司犯罪所得，
另外1.07 亿元来自上海一家公司。

嫌疑人如何让“亚欧币”
走进人们视野？
请求民间组织会长帮其成立虚拟数字货币研究机构
中华民族文化工委和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协会系民政部于
2002 年批准成立的民间社团组织，该协会的执行会长刘某某向民警证
实：其和刘勇是在一次刘氏宗亲会上认识的，刘勇在得知其身份后，再
三请求他成立一个关于对虚拟数字货币的研究机构。为慎重起见，刘
某某咨询了相关专家，认为该研究机构只用于研究不涉及经营就没有
问题，便同意刘勇的请求，并约法三章：研究中心要做到不违规、不违
法、不违纪。
之后，关于中华虚拟数字货币和互联网彩票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员
组织架构和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一切事项，都是刘勇来安排的。刘勇曾
请求刘某某申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被刘某某拒绝。中华虚拟数
字货币和互联网彩票发展研究中心系中华民族文化工委和中华民族
经济文化发展协会自行设立的研究机构，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印章，
召开了这次新闻发布会之后就再也没有组织过其他活动。

涉案金额 40.6 亿元，其中约 10 亿用于会员高额
返利，
约 27 亿用于会员提现，
两嫌犯非法占用 3 亿
经初步调查，海南跨亚欧网络竞技有限公司特大网络传销案涉案
资金约 40.6 亿元，其中约 10 亿元用于会员高额返利，约 27 亿元用于会
员提现，剩余 3 亿余元被刘勇和夏建荣等非法占有。目前，公安机关已
冻结涉案资金约 1.3 亿元，剩余资金的追缴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中。

“拉人头”收缴入门会员费，按发展会员的数量、
收取资金数额大小划分层级和作为返利依据
海南跨亚欧公司以非法虚构的“亚欧币”为名，通过“拉人头”发展
会员 4 万多人，收缴入门会员费，并按照发展会员的数量、收取资金数
额的大小划分层级和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与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
骗取财物，
其行为特征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
今年 6 月，经海口市公安局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向海
口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相关涉案人员，海口市人民检察院
也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批准逮捕了刘勇、夏建荣等 19 名犯
罪嫌疑人。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相关案情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适
时向社会公布。

海南现代泌尿专科医院启动第 18 期假期学生包皮环切绿色通道，专家提醒——

警惕可导致男孩不育的隐患——精索静脉曲张
现代快节奏的社会，许多疾病被忽视是由于人们并不太清楚它们的危害，精索静脉曲张就是其中之一。专家介绍，男性的阴囊左右两边各有一条“精索”，精索静
脉曲张是指精索蔓状静脉丛因各种不同原因引起回流不畅或静脉瓣损坏引起血液倒流，
局部静脉扩张、
迂曲、
伸长的病理现象，
它可影响精子生成，
造成男性不育。

精索静脉曲张不会绕开青少年

现。因此，专家提醒青少年也应注重
生殖健康的检查。

精索静脉曲张也会导致不育

少年患
“曲张”
需科学治疗

精索静脉曲张会对睾丸功能造成
损害，从而严重影响到精子的数量、
质量，导致男性不育症的发生。据医
学统计，在患有精索静脉曲张的男子
中约有 2/3 左右会发生精液异常，其
中相当一部分可导致不育。男性不育
症患者的病因精索静脉曲张约占
40%。
“精索静脉曲张发病越早对睾丸
发育的影响也就越大，需尽早进行检
查治疗。”吴广海主任介绍，静脉索
静脉曲张患者的阴囊温度要比正常水
平高，不利于睾丸的发育及生精，影
响精子的成熟过程。许多青少年对此
病不太了解，甚至到青壮年时才被发

对于青少年精索静脉曲张治疗，
已成功实施数千例显微精索静脉结扎
术的吴广海主任指出应遵循的原则
为：屏气后才可摸到静脉团者的是轻
度精索静脉曲张患者，应每年复查一
次；屏气后看得见静脉团的是中度患
者，应每半年请医师检查一次，有明
显发展者要考虑手术治疗。
据介绍，药物对治疗精索静脉曲
张无效，显微镜下微创术治疗创伤
小，效果好，并发症少，恢复快，已
成为目前公认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最
好方式。海南现代泌尿专科医院自
2009 年 10 月成功开展我省首台显微
精索静脉结扎术，至 2017 年 4 月已

完成 3365 例。术后随访表明，无一
例发生睾丸鞘积液、睾丸萎缩等并发
症，复发率极低，众多不育患者如愿
“称爸”。

脉张、隐睾、疝气、睾丸扭转等。欢迎
致电 66671111 预约诊疗，详情登录
www.mnwk.cn 或 QQ：800019012 在
线咨询。
（广告）

专家简介：

暑假学生包皮环切绿色通道

吴广海/海南现代泌尿专科医院
男科主任，擅长男性生殖系统肿瘤、男
性不育、男性功能障碍等检查治疗，男
科领域显微外科手术（精索静脉结扎
术、输精管复通术、输精管附睾吻合
术），下肢静脉曲张以及各种泌尿男科
常规手术治疗。

手术费用
补贴 200 元

温馨提示：
海南现代泌尿专科医院已启动
第 18 期假期学生包皮环切绿色通道，
面向全省征集小儿泌尿外科病例：隐
匿阴茎、尿道下裂、鞘膜积液、精索静

时间 6月10日-8月26日
优免项目

“我的私处怎么会有点疼？”15
岁的王同学跟爸爸诉苦，总感觉阴
囊的左侧坠胀不适，偶尔还伴随着
一阵阵的疼痛。于是，这个暑假他
爸爸带他到海南现代泌尿专科医院
医就诊，该院的吴广海主任详细询
问相关症状并进行了必要的查体和
B 超后，确诊王同学患有左侧精索
静脉曲张。
这一体检结果让王同学爸爸很惊
讶，他听说过成年人患有精索静脉曲
张导致不育的，但从没听说十几岁男
孩也会得这个病。吴主任向该家长解
释，由于很多成年人因为不育症才到
医院就诊，被确诊是精索静脉曲张所
导致，从而造成人们误认为精索静脉
曲张是一种“成人病”。其实不然，
精索静脉曲张在儿童和青少年人群当

中就可以发生，并且在青春期达到发
病高峰。

1.预约免挂号费；
2.外生殖器免费检查；
3.韩式包皮美容术、圣环
美容术补贴 2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