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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诈骗高发
当心四种骗术

北京警方9月
20日发布警示信息，
提醒群众在接到可
疑电话、短信、微信
时，要注意选择“不
联系、不相信、不汇
款”。鉴于电信诈骗
案件高发， 警方提
醒消费者注意以下
几种诈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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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现对如下 7 台未上牌的全新车，在特惠底价之上进行公开拍卖： 2012 款
丰田普锐斯油电混合动力 CVT1.8L 标准版车 1 台（白色）、2012 款马自达 2 自动超
值版 1.5L 三厢车 1 台（红色）、2012款江淮和悦 1.5 手动尊逸运动版 1 台、2012 款江
淮和悦 1.5 手动商务豪华版 3 台、2012款江淮和悦 1.5 手动豪华运动版 1 台。

1、可以单台报价购买，也可 7 台打包整体报价购买。
2、即日起至 2015 年 9 月 24 日接受咨询、看车、报名报价（上牌相关税费不在报

价之内，由购车者自行承担）。
咨询联系电话：吴小姐：0731-84329229���18684886021

�������������������������������邱先生：0731-84329851���13874876665
���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9 月 18 日

新车特惠处理公告

本报9月20日讯 长沙
34岁男子陈某因轻信“涉嫌
洗黑钱”诈骗电话，在两天内
被骗走280余万元。9月份以
来长沙警方已接到此类报
警70余起，这是长沙今年来
发生的单起被骗金额最高
的电话诈骗案件。警方发布
防骗预警， 近期冒充公检法
机关的电话诈骗多发，请市
民群众注意防范。

9月12日， 家住长沙市
雨花区的陈某接到自称是
“云南省刑侦总队警官”的电
话， 称其涉嫌利用银行卡洗
黑钱，要求其配合调查。随后
两天又接到自称是“办案民
警张警官”、“云南省检察院
吴检察长”、“北京市银监局
曾科长”等人的电话，并按照
指示分31次将280.8万元转
到所谓“安全账户”。直到9
月16日，陈先生才意识到自
己被骗，向警方报案。

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

队民警介绍， 该起案件是
长沙今年来发生的单起被
骗金额最高的电话诈骗案
件。

近段时间以来， 电话与
网络诈骗案件较为多发，特
别是冒充公检法机关以“涉
嫌洗黑钱”等为由实施的诈
骗，9月份以来长沙警方已
接到此类报警70余起，受害
人被骗金额从数千元到上
百万元不等。

“公安机关等执法部门，
是绝对不会使用电话方式
对所谓的涉嫌犯罪、银行卡
透支等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的。”民警表示，公检法等部
门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安
全账户”，凡通过电话、短信
要求您对自己的存款进行
银行转账、汇款的，或者声称
进行资金审查的， 市民群众
请一概不要相信，防止上当
受骗。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王思鸽

iPhone6S刚上市，骗子正四处挖坑
湖南警方揭露近期针对新款iPhone的骗术：设高仿网站、“超低价预订”

警方提醒“果粉”，在网上看到购机类的帖子时，要注意
辨别，与卖家网下交易时，如果对方频繁更换交易地点，就
要小心谨慎了。

如果与卖家在网上交易，一定要向卖家问清细节，并通
过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不要通过其他方式付款。

在购买苹果手机前，要多了解相关信息。因为手机的版
本不同，售价也就不一样。对此，警方提醒大家，购买时应该
仔细查看手机的版本（型号最后两位表示版本：比如，CH为
国行，LL为美版，ZA为新加坡，KH为韩国），谨防商家以高价
版本的价格卖给你低价版本的手机。 ■记者 陈昂

骗局连线

接“涉嫌洗黑钱”电话
长沙市民被骗280万
9月以来长沙警方接此类报警70余起

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

不法分子通过木
马病毒专门盗窃财务
人员的QQ密码，对财
务人员的聊天记录等
信息进行深度分析后
登录财务人员的QQ，
将真实的领导QQ号
拉黑，把自己的QQ伪
装成领导并加为好
友。次日，不法人员使
用假冒的领导QQ向
财务人员发出向指定
账户转账的信息实施
诈骗。

警方建议， 财务
人员最好不要使用微
信、QQ等通讯工具进
行工作交流， 传递重
要信息， 遇有上级要
求转账汇款， 务必与
本人核实确定无误后
方可进行。

冒充留学生骗家长

此类犯罪一般是团伙作
案， 嫌疑人先将自己的IP地
址改成境外地址后， 搜索国
外的华人， 谎称自己是刚出
国的留学生想结交朋友，并
将加入木马链接的个人空间
等发给对方。一旦对方查看，
则需要通过输入QQ号、密
码等才能登录。盗取QQ后，
嫌疑人通常先查看事主各种
信息， 并套取事主的个人情
况、视频等，利用事主的QQ
与国内家属联系， 以各种名
目索要钱财。

■据新华社

冒充老板
诈骗财务人员

警方介绍，近期
此类诈骗案呈高发
态势，不法分子冒充
保险公司、 各大银
行、 移动运营商，以
保险续费、网银升级、
积分兑换等理由发送
短信， 要求事主登录
短信中的链接， 输入
自己的银行账号、验
证码等个人信息，通
过盗刷的方式骗取
事主钱财。

保险续费、
积分兑奖等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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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0日讯 每次
苹果公司发售新款， 都有
“果粉”上当受骗。随着9月
上 旬 苹 果 iPhone6S 和 i-
Phone6SPlus等新一代产
品正式发布，不少“果粉”酝

酿着更换手机，骗子们也趁
此机会推出不少新骗术。今
天上午，我省警方结合以往
经验，总结了近期可能出现
的多种针对购买 iPhone的
骗术，提醒市民提高警惕。

“每次苹果公司发售新
款，都会有‘果粉’上当受
骗。” 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民
警告诉记者，此前曾有类似
案例，有市民在网络上搜索
到一家“苹果官网”，点击进
入后即会被要求提供个人
身份等信息，待选择预订手
机之后，页面竟跳转至游戏

支付平台，诱导用户进行付
费充值。

警方提醒：该网站其实
是骗子仿冒官方网站所设
立的钓鱼网站。市民如果中
招， 不仅个人隐私会泄露，
骗子还会针对市民的购机
意图来设局诈骗。

【骗局一】 建高仿网站钓鱼

【骗局二】 通过网络社交软件“卖”手机

“现在，网络社交软件
上有很多人声称自己能拿
到低价新款手机。”民警说，
这其实是骗子设下的圈套，
目的是引诱网友通过网络
社交软件与其联系，再通过
花言巧语以收取预付定金

等方式向网友行骗。

警方提醒： 各类打着
“现货交易”、“超低价预订”
的手机销售信息都不可信，
所谓的定金、保证金、海关
费都是骗钱的借口。

“随着新款上市，很多
‘果粉’ 会把旧手机卖掉从
而更换新款。”民警说，这就
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

骗子以此为由在网上
发帖，称因想换新款，超低
价转让成色完美的旧款手
机来吸引买不起新款的市
民。一旦市民流露出购买意
向，骗子会要求买家汇定金
到其个人账户上，等买家汇
出后，骗子就找各种理由让

买家继续汇款，随后消失。
骗子在网上及各种聊

天平台发布信息，以超低价
售卖苹果手机吸引买家，最
后买家拿到的是不值钱的
山寨机。

警方提醒：这类诈骗每
年都会发生。由于仅通过网
上联系，买家根本不知道卖
家详细信息，受骗后联系不
上卖家，只能吃哑巴亏。

【骗局三】 二手手机购买陷阱

支招

机票退改签诈骗

不法分子从各种非法
渠道获取事主购买机票信
息后，假冒民航客服与事主
联系，要求事主进行转账操
作方可将银行卡与航空公
司绑定，完成改签。为迷惑
事主，不法人员会提出高于
事主银行卡内余额的转账
金额，在事主相信自己账户
余额不足转账肯定不成功
时，嫌疑人会先向事主银行
卡内汇入一定现金，将余额
补足，待事主转账时才发现
自己银行账户内的资金被
转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