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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4日讯 近日，
长沙市岳麓分局橘子洲派出
所接到一大学生报警， 称有
两名嫌疑人在QQ上发布虚
假招聘信息， 自己被骗人民
币8000余元。 接到报警后，
民警立即着手调查，5月18
日， 在岳麓区一酒店内将二
人抓获。

不久前， 大学生周某在
QQ上看到有人发布“刷信用
赚佣金”的兼职信息，并能够
提供可观的收入。 为了赚外
快， 周某主动联系上了信息
发布者王某。

王某表示， 应聘者只要
下载几个贷款平台的App进
行贷款来刷信用， 成功后把
贷到的款项转账给王某公
司， 公司会帮助应聘者偿还
贷款。 贷款者只要多进行几
笔这样的业务之后， 就能升

级成为公司的一名兼职员
工， 每月不用做任何事即可
领取一定的佣金。

周某觉得借款刷信用这
事既不费劲，又能赚取佣金，
就爽快地应下了。 双方见面
后， 王某让周某在“小树时
代”和“优分贷”两个贷款平
台进行贷款， 并让其将两次
借到的8000余元款项转至同
伙周某的微信账号， 并承诺
借款平台的账单信息会在
1-3个工作日内清除。

然而一个星期过后，周
某在借款平台所贷的8000多
元并没有还上。 等到联系对
方时， 却发现对方电话已经
关机， 周某这才意识到自己
中了网络诈骗的圈套， 随即
报警以寻求公安机关帮助。

■记者 张浩
实习生 郑琪琪 通讯员 徐岳

刷信用赚佣金，大学生被骗8000元
警方提醒防范这些网络诈骗

5月24日，长沙市望城区公安消防中队，消防官兵在整理新配发的16武警贝雷
帽。5月1日起，武警部队统一配发16武警贝雷帽，武警官兵着夏常服时佩戴贝雷帽。
此款贝雷帽能够更好地满足官兵在高温、高湿等多种环境下的佩戴需求。 傅聪 摄

长沙消防官兵
戴新式贝雷帽

本报5月24日讯 记者今天
从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获悉，
为保障长沙主城区天然气稳定
供应进行城区老旧管网改造，5

月26日8:30起， 长沙人民路沿
线单位将停气， 预计5月26日
11:30恢复供气。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肖雅庭

人民路沿线单位停气

本报5月24日讯 今日，位
于岳麓区莲花镇长沙市示范性
综合实践基地的长沙消防教育
馆正式揭牌开馆。 作为长沙市
重点消防科普教育基地， 场馆
建筑面积达316平方米，主要针

对青少年、中小学生展示开放，以
寓教于乐的方式将消防知识以有
趣科普的方式让青少年进行了解
和体验。目前，消防教育馆面向长
沙市中小学生免费开放。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刘书径

长沙消防教育馆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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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4日讯 今日，百度
（长沙）创新中心正式起航，面向
湖湘企业开放入驻报名，主要招
募对象为互联网创业者、传统企
业互联网创新项目和优秀的互
联网服务商。记者了解到，百度

（长沙）创新中心由百度、湖南竞
网、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联
手打造。入孵项目可享受优先申
请高新区“柳枝行动”20万无偿
项目扶持资金等优惠政策。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陈婷

百度(长沙）创新中心启航

诈骗新手法：
网购退款变转账

近日， 国内互联网安全公司
360发布了2017年第一季度《中
国手机安全状况报告》， 报告显
示，诈骗又出现了新手段，各类金
融诈骗仍非常猖獗。

3月12日， 在校生小黄同学
接到陌生号码17712850423的来
电，对方自称淘宝卖家，称其购买
的订单物品质量有问题， 可以给
用户进行退货并退款， 退款会直
接退回至用户的支付宝账户。

小黄查看账户称没有退款进
账， 对方以小黄的芝麻信用分过
低、不能直接系统退款为由，电话
指导小黄在支付宝首页搜索招联
好期贷，进入公众号后点击申请，
并称这是厂家合作的退款端口，
操作完毕后对方要求报显示的
数字，称这是公司用于产品的退
款， 需要小黄进行资金比对，在
提现2000元后，再向客服提供的
厂商支付宝账号汇款1815元。之
后对方又声称没有收到回款，给
用户提供了两个二维码进行校
验，用户扫码后分别支付490元、
264.60元。

小黄后来发现自己进行的是
贷款操作， 说的资金校验也真实
产生了付款账单， 但对方的电话
已经无法接通，这才得知被骗。

据了解， 这是一起典型的利
用个人信息泄露冒充客服进行退
款的诈骗。 案例中诈骗分子利用
了第三方金融借贷服务， 通过冒
充客服用话术来骗取用户将贷款
所得进行转账， 在获得转账后又
通过虚拟物品扫码支付产生的二
维码提供给用户进行代付款。
报告指出， 这是手机诈骗最近出
现的新趋势。 ■记者 杨田风

连线从猎网平台接到的举报
诈骗案情来看， 虚假兼职诈
骗依然是举报数量最多的类
型， 共举报1080例， 占比
17.3%；其次是虚假购物795
例（12.7%）、网游交易773例
（12.4%）、 金融理财694例
（11.1%） 和虚拟商品653例
（10.4%）。

从涉案总金额来看，金
融理财类诈骗总金额最高，
达2476.2万元， 占比44.4%；
其次是赌博博彩诈骗， 涉案
总金额 1066.6万元， 占比
19.1%； 虚假兼职诈骗排第
三， 涉案总金额为500.7万
元，占比9.0%。

虚假兼职诈骗举报最多

网络求职要谨慎，但犯罪分子的阴谋远不止停留在“刷信用赚佣金”这
个阶段上，在大学生遭遇的网络受骗案中，还有哪些诈骗手段需要警惕和
提防呢？

警方提醒

警惕六大诈骗方式

1 犯罪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目标群体个人信息， 以发放贫困补
助、助学金、奖学金等理由，骗取受害人信任，引导受害人登录钓鱼网
站进行转账或到ATM机进入英文界面转账。

“申领助学金、奖学金”等诈骗

犯罪分子通过网站、QQ、微博、MSN等方式发布虚假网络兼职信
息，并声称给予受害人高额佣金，先做成几单小额业务骗取当事人信
任，再突然提高刷单金额，受害人刷单后不再返还刷单本金及佣金并
将受害人拉黑。

“代刷信誉赚佣金”诈骗

犯罪分子通过网络窃取当事人购物信息，冒充客服拨打电话，谎
称订单存在问题、商品需要退换等理由，让受害人登录钓鱼网站，套
取受害人银行卡卡号和密码后转走受害人存款，或通过QQ、微信等
给受害人发送支付码要求受害人扫码付款。

“网上购物”诈骗

犯罪分子通过互联网或手机短信，发布大学生无息贷款、无抵押
贷款等信息，当事主与其联系后，就会被要求其向指定账户汇入“验
资款”“手续费”“好处费”或索要事主银行账户，再层层设套，窃取事
主银行账户密码，通过网上银行将钱款迅速转走。

“网络贷款”诈骗

犯罪分子通过黑客手段、盗用受害人QQ后，分别给其QQ好友
发送请求借款信息进行诈骗， 有的甚至事先就有意和QQ使用人进
行视频聊天，获取了使用人的视频信息，在实施诈骗时有意播放事先
录制好的使用人视频，以获取其QQ好友信任。

盗取QQ、冒充熟人诈骗

犯罪分子冒充公检法、邮政工作人员，以受害人身份信息泄露被
人用来犯罪，导致法院有传票、邮包内有毒品，涉嫌犯罪、洗黑钱等，
以传唤、逮捕以及冻结受害人名下存款为由进行恐吓，诱骗受害人将
钱财转到犯罪分子提供的所谓“安全账户”内。

冒充公检法人员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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