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坑

本报8月29日讯 乐于
助人是好事， 但不法分子却
利用这种热心与善心行骗。
火车站里， 自称是大学生的
小伙不小心把钱包弄丢了，
向过往的旅客提出借现金，
然后用支付宝转账还钱。遇
到这种事， 不少热心旅客都
会伸出援手。 但让人大跌眼
镜的是，这竟然是一个骗局！
日前， 湖南公安发布了这样
一条防骗预警。

日前，张凯（化名）在长
沙火车站遭遇一名说丢了
钱包又急着赶往学校报到
的大学生求助， 就拿出700
元现金给了对方，对方当场
出示了一张支付宝截图，证

明转账正在进行。 然而支付
宝并未即时到账， 一脸诚恳
的嫌疑人解释因火车站信号
不好， 支付宝还款不能及时
到账。因急着赶火车，张凯就
没等下去， 而借出的钱却再
没到账。后来，她多次和那名
陌生男子联系，却联系不上。
直到警方联系， 才知道自己
被骗了。

受骗的远不止一个，经
过两个多月的侦查， 这起系
列诈骗案告破， 找到了60多
个愿意配合调查取证的证
人。 被骗钱款2.1万元全部追
回， 分布全国的63名受害者
通过网络或到现场领回了被
骗的钱。 ■记者 黄娟

“金融互助”实为庞氏骗局

“月收益30%”“一万元一年变
23万元”……“MMM金融互助社
区”凭借高额收益，曾一度吸引投
资者趋之若鹜。2015年来，与之类
似的虚拟理财相继出现。

“金融互助”运作模式不通过
实体投资创造价值， 以高收益作
为诱饵，采用借新还旧的金融模式
类似于金字塔骗局，不但没有实际
的投资标的，还以“互相帮助”的名
义加以掩饰，类似于庞氏骗局。

贵金属现货投资暗藏陷阱

市民张家亮去年6月介入原
油现货投资， 期间入金总额22万
元。“群里推荐股票的人时常发布
原油获利的交割单， 看到高利润
后，于是便开始进行原油投资。”

然而，在所谓的“专业老师”
的指导下，至2015年10月出金时，
本金仅剩下5.19万元。

张家亮说，刚开始还赚了几
百元，可接下来的4个月内，他先
后投资10多万元都打水漂了。

股权众筹“钓鱼”

目前，一些非法股权众筹、买
卖原始股的诈骗手段也不断出
现。这类骗术往往打着境外投资、
高新科技开发旗号， 假冒或者虚
构国际知名公司设立网站， 并在
网上发布销售境外基金、原始股、
境外上市、开发高新技术等信息，
虚构股权上市增值前景或者许诺
高额预期回报， 诱骗群众向指定
的个人账户汇入资金， 然后关闭
网站，携款逃匿。

对此，湖南省金融办、证监局
和银监局等7部门曾联合发布风险
提示公告， 对各类企业组织开展的
投融资行为，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

投资养老公寓骗局

在这种骗局下， 不法机构往
往以投资养老公寓、 异地联合安
养为名，以高额回报、提供养老服
务为诱饵，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
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
免费体检、免费旅游、发放小礼品
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

这些金融诈骗骗你没商量链接

嫌疑人作案时会向受害
者要账户， 并且进行一个待转
账的操作， 并未输入密码。此
时，账单页面上方有个“等待付
款”，下方还有个“立即付款”，
这说明， 账单并没有付账。此
时，嫌疑人把此页面扩拉放大、
遮屏，“等待付款”“立即付款”
的字样会被遮住。这个时候截
屏，截取中间这一部分页面，被
骗人一看截图，转账金额、自己
的支付宝昵称、支付宝账号、转
账二字都显示是对的， 而且就
在自己眼皮下操作的， 于是不
加思索，就以为钱已经转过了。

“学生”借钱当场支付宝转账还？
一个骗子两个月内骗了63人！

要想参与低价促销得实
惠，就得刷卡消费，这样的促
销活动真得当心！8月29日，记
者从省反诈骗中心获悉，有骗
子正利用促销活动吸金，他们
用低价吸引消费者，并要求刷
卡消费，接着让“POS机”复制
其银行卡， 以达到骗钱的目
的。十天前，长沙宁乡张先生
就不幸中了招，一天内就被盗
刷了30多万元。

其实，张先生的遭遇并非
唯一。 据长沙宁乡警方介绍，
近日已陆续接到了20多位群
众的报警，称其银行卡遭遇了
异地刷卡消费，总计损失高达

60万元。
“骗子开出了低于市场价

的大米，很快引起了居民们的
好奇。”办案民警说，今年4月
12日至5月15日期间， 嫌疑人
李某在宁乡县滨江国际城、和
美家园、和德家园、城南嘉园
等8个小区办起了粮油促销活
动， 并以58元/套出售大米和
油，远低于市场价100元/套。

民警说， 据群众反映，李
某自称这些米是厂价直销，不
接受现金交易，只接受银行卡
POS机刷卡消费，且每张卡只
允许购置一套。为了尽可能多
地买到便宜粮油，居民拿着自

家多张银行卡来刷卡消费。
时至今年8月19日， 这些

购买粮油的消费者懵了，手机
短信显示银行卡在异地消费，
像张先生就莫名损失了30多
万元。民警调查发现，当时这
些受害者刷卡的POS机实际
是动了手脚的，里面加装了测
录器来盗取受害人银行卡信
息，之后便在异地盗取银行卡
内的资金。

目前，嫌疑人李某已被网
上通缉，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
之中。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樊华

刷卡享低价促销？ 60多万遭盗刷！

骗子是这样
设置截图陷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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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张银行卡得50元？
小心帮人诈骗、洗钱！

“如果你正在为找工作而奔
波，如果你想找一份兼职，现在机
会来了： 不用坐班、 不用风吹日
晒， 只需多去几趟银行办几张银
行卡，就可轻易获得好处费……”
近日市民张骞在朋友圈看到这样
的“兼职信息”。

据张骞介绍， 对方的要求很
简单， 只需要拿身份证到银行办
张卡， 填上密码和手机号的相关
信息，随后回收这些卡或者U盾，
他的兼职任务就算完成， 现场可
以拿到50元报酬。

真有这样的好事？律师提醒：
这样的兼职听起来是个轻松的美
差，其实陷阱重重，不仅会泄露个
人信息， 还很有可能会涉嫌金融
诈骗。

【业内】
帮助他人有偿办卡涉嫌违法

到底兼职办卡有没有问题，
只要办卡就能拿钱， 究竟有没有
这等好事？

兼职信息发布者的说法是，
只要提供身份证信息， 按照所说
步骤进行操作， 就可以拿到兼职
的金额。而对于关于“办卡何用，
是否会泄露个人信息”等问题，发
布者却只表示用于正常的交易，
不愿多谈。

记者查询发现， 目前全国各
地已经曝出多起兼职办卡涉嫌

违法的事件。根据此前的情况披
露，这类“兼职”往往暗藏陷阱：
不法分子以“来钱容易”招聘兼
职人员办卡，再非法转卖赚取巨
额差价，这背后暗藏个人信息泄
露等诸多风险。

据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的
宣传资料显示， 出租或者出借身
份证件或银行卡账户， 可能会产
生以下后果： 他人借用自己的名
义从事非法活动； 可能协助他人
完成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 可能
成为他人金融诈骗活动的替罪
羊；个人诚信状况受到合理怀疑；
因他人的不正当行为而致使自己
的声誉和信用记录受损。

【律师】
“有偿开户”暗藏诈骗陷阱

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
第59条规定，持卡人租售银行卡的
行为可被处以1000元以内罚款，
后果严重者会被追究民事责任。

对此，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
叶赛兰律师提醒， 市民利用自己
的身份证为他人开立银行卡的行
为， 不仅会导致个人隐私受到侵
害，个人信誉受损；还为他人的诈
骗、 洗钱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此
外，如若明知银行卡被用于诈骗、
隐瞒犯罪所得、洗钱等，还通过办
卡赚钱，则还有可能构成共犯。

■记者 蔡平

近期，全国各地接连出现电信、金融诈骗案件，导致“人财两空”，令人扼腕叹息。最近，我们身边又出现了让你
刷卡消费享低价促销，实际盗取你银行卡密码刷钱；用你身份证帮忙办张银行卡给你50元，实际想用你的卡去洗
钱、诈骗等等新的骗钱方式，稍不小心就会掉进骗子挖空心思为你设的坑内，一定要睁大你的眼睛！

小心，这些都是吞掉你钱包的深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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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刷卡的POS机成了坑人的吞钱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