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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里有董事长、总经理、
财务总监等5名公司高管。”
2016年11月的一天，长沙一家
研发医疗器材的公司突然多了
个高管群。 案发当天上午，“董
事长” 突然给财务总监发来
QQ信息称， 一家合作公司有
一笔90万元的款项需要退回。

为了谨慎起见，财务总监
收到信息后马上拨打了正在
国外出差的董事长电话确认。
因时差关系，当时的董事长正
熟睡，接到电话听财务总监汇
报只回了一句：“那就付吧。”

既有董事长信息为证，又
通过电话进行了确认，财务总
监这才放下心来，将这笔款项

打到了QQ信息上指定的账
户。谁知，财务总监付款后，正
好碰上总经理， 便向其告知：
董事长要求退还给某公司的
90万元已打到该公司账户了。

总经理一听，懵了。财务
总监反问，您自己不也在高管
QQ群里吗?这下，骗子的局才
被认清。警方调查发现，原来
是骗子通过前台拿到了销售
人员电话，再通过销售人员拿
到公司高管名单和电话，并以
董事长名义建QQ群， 将财务
总监拉进群， 并将其他QQ设
置为公司其他高管名字。也就
是说，群里除了财务总监其余
的都是骗子。

2447万元电信诈骗资金返还受害人
去年省反电诈中心止付1.5亿元 被骗后教你4招挽回损失

通过电话银行紧急冻
结、止付。立即拨打该诈骗
账号归属银行的客服电话，
根据语音提示输入该诈骗
银行账号，然后重复输错五
次密码就能使该诈骗账号
冻结、止付，时限为24小。若
被骗大笔金额，在接报案件
后的次日凌晨00：00后再重
复上述操作，则可以继续冻
结、止付24小时，该操作仅
限制嫌疑人的电话银行转
账功能。

通过银行柜台紧急冻
结、止付。立即到办理转账
的银行柜台说明原因，请求
银行柜台工作人员对诈骗
的银行账号实行紧急冻结、
止付，以免被骗钱款被诈骗
分子转移。

通过网上银行冻结、止
付。登录该诈骗账号归属银
行的网址，进入“网上银行”
界面输入该诈骗账号，然后
重复输错五次密码就能使
该诈骗账号冻结、 止付，时
限为24小时， 如需继续冻
结、止付，则可以在次日凌
晨00：00后重复上述操作，
该操作仅限制嫌疑人的网
上银行转账功能。

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遇见诈骗类电话或者信
息， 及时记下诈骗犯罪分
子的电话号码、电子邮件、
QQ、MSN、 银行卡账号等
信息， 并记住犯罪分子的
口音、 语言特征和诈骗过
程 ， 及 时 拨 打 110 或 者
96110，积极配合公安机关
开展侦查、 破案和追缴被
骗款等工作。

不贪利。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
饼，对犯罪分子实施的中奖诈骗、虚假办理高息贷款等，
不要轻信，多了解分析，辨别真伪。

不轻信。不要轻易将自己和家人的身份、通讯、财物
等信息泄露给他人，收到家人、朋友遇到“急事”求助的
短信、电话，或遇到好友QQ借钱，仔细核查。

不理睬。收到电话欠费、反洗钱类的陌生短信或电
话，不要惊慌、不要理睬，更不要为“消灾”将钱款汇入指
定的账户。

不违法。购买违禁物品属于违法行为，对于广告“推
销”特殊器材、违禁物品的短信、电话，不予理睬并及时
清除，更不应汇款购买。

多调查。对接到所谓“银行信用卡中心”关于银行卡
升级的短信，仔细核查，多询问身边的亲人、同事和朋
友，最好到银行网点进行咨询、核对，不要轻信陌生电
话、信息。

细甄别。到银行自助取款机（ATM机）存取遇到银
行卡被堵、被吞等意外情况，拨打“95516”银联中心或相
关银行的统一客服电话的人工服务台了解询问，妥善处
理和解决。

本报2月8日讯 昨日，长沙市
质监局对2016至2017年期间依
法没收的行政案件罚没品进行了
统一集中销毁， 现场共销毁近年
来没收的假冒水泥包装袋、 防水
卷材、 浴霸以及各类餐具洗涤剂
等物品共8000余件。

2017年以来， 长沙市质监局
共查处假冒伪劣案件316起，制假
售假窝点20多处，质检“亮剑”，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今年，该局按照
长沙市委“强力推进环境大治理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的工作部
署， 对涉及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
重拳出击， 同时督促辖区内生产
企业切实提升产品质量， 为市民

创造良好的质量安全环境。
长沙市质监局局长张庆和介

绍， 此次现场销毁的罚没物品主
要是在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专项
执法行动中查处的不合格及假冒
他人厂名厂址的产品， 已无使用
价值或虽有使用价值但存在安全
隐患， 不适宜进行拍卖再次流入
社会的产品。 为确保产品销毁不
污染环境，经向市政府报批，此次
销毁采取碾压粉碎、 分类回收的
环保方式进行。

同时，也希望市民积极举报假
冒伪劣产品， 市质监局将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宋杰斌

支招·防骗
如何防范电信诈骗

2月8日，社区居民在“低碳过大年”的宣传板上签名。当天，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龙马社区举办“我们的节日·
春节”暨“倡导绿色生活反对铺张浪费”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所有居民通过宣读“绿色”春节倡议书，承诺发扬“低碳
过大年”的年文化，倡导绿色生活，反对铺张浪费。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刘晓凤 摄

被骗后如何及时止损

8000余件罚没违法物品集中销毁

本报2月8日讯“一早我就赶
来了， 没想到好多人比我还早。”
上午9点，来自长沙雨花区东塘街
道华银社区的黄姐自带工具赶到
东塘市民广场参加“洁净长沙城
清爽迎新春”全城卫生大扫除。

此次活动由长沙市城管执法
局发起，组织高新区、城五区、望
城区、长沙县开展大扫除活动。全
市共有10万余人参与， 出动近
3000余台次专业冲洗车辆， 累计

清洗道路2800余万平方米， 各类
设施4万余处，清理堆物、清运垃
圾6000余车次。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负责人介
绍，下阶段，他们将按照“地毯式”
推进模式，对城区街巷道路、居民
楼道小区、机关大院实施全覆盖、
全方位精细化清洗保洁， 着力打
造长沙整洁有序的良好形象。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周彦英

长沙10万人给城市“洗脸”迎新年

本报2月8日讯 昨日， 湖南
省“尊法守法·携手筑梦”公益法
律服务暨“情满旅途·温暖同行”
送温暖送文化活动在长沙火车南
站启动。 活动邀请律师志愿者和
书法艺术家现场为一线职工和农
民工送上法律和文化“大餐”，让
春运旅途充满亲情、更加温暖。

活动由省总工会联合省司法
厅、省律师协会举办。现场设置了
法律咨询台， 为职工群众提供劳

动合同、工资社保、工伤赔偿等10
个专题的法律咨询， 并发放法规
政策宣传读本， 开展农民工劳动
经济权益维护情况问卷调研。

省总工会副主席、 党组成员
辛建平， 省总工会副巡视员王湘
静， 省司法厅副巡视员田自成出
席活动，并为“尊法守法·携手筑
梦” 服务职工和农民工公益法律
活动队授旗。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赵更桥

省总工会组织律师给一线职工送法

“QQ群里，除了财务总监其余全是骗子。”2月
8日上午，10名电信网络诈骗受害人在湖南省 (长
沙)反电诈中心领回了被骗资金2447万元。

据统计，2017年， 湖南各级反电诈中心共为
受害者止付资金1.5374亿元，冻结资金1.2953亿
元。湖南省(长沙)反电诈中心通报称，在短信、电话
和网络三大类诈骗中，2017年网络诈骗的发案率
最高。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颜英华 樊佩君

2月8日上午，湖南省（长
沙）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中心举行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案件冻结资金集
中返还仪式， 通报了湖南省
（长沙）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中心工作情况和
冻结资金集中返还情况，现场
集中返还了10名受害群众人
民币2447万元。

记者了解到，2017年全省
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同比上
升15.06%， 刑事拘留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嫌疑人同比上升
61.07%。其中，止付资金1.5374
亿元，冻结资金1.2953亿元。

警方通报， 全年湖南省

（长沙）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中心接受报警
24168次， 其中电信网络诈骗
警情13068起， 成功止付银行
卡2666张， 止付金额4418.93
万余元；阻断、协助劝阻4928
起， 协助劝阻资金2244.43万
余元。 共拦截有害通讯信息
387万多条， 核实重点嫌疑诈
骗信息5000余条。

“短信诈骗一般是中奖信
息诈骗，电话诈骗一般是‘猜
猜我是谁’和冒充公检法的诈
骗， 而网络诈骗发案率最高，
多发生在网络刷单、网购等方
面。”湖南省(长沙)反电诈中心
民警王思宇介绍。

【案例】“董事长”建群，财务总监中招

【现场】 10名受害人领回244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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