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株洲茶陵消防救援
大队防火监督员在日常检查
时， 发现茶陵县国子幼儿园存
在违规设置儿童用房行为。

国子幼儿园的儿童用房被
设置在四楼，涉嫌违反了《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规定。大队监督
员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下发
了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 责令

限期整改。
幼儿园负责人也深刻认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表示将立即根据国
家相关规定，对存在的隐患进行整
改。同时，将进一步提高消防安全
意识， 自觉落实单位主体责任，扎
扎实实抓好消防安全工作，坚决杜
绝消防违规违法行为，确保消防安
全。 ■通讯员 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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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1日讯 为筹集
打牌资金，株洲一男子竟然谎称
找人共同投资一所学校的食堂，
骗走熟人钱款40余万元。株洲警
方成功将涉嫌诈骗的网上逃犯
谭某收入法网，今日，警方通报
了案情。

今年9月中旬，向先生赶到株
洲芦淞公安分局贺嘉土派出所报
案称， 朋友谭某以合作承包株洲
职教城某学校、 邵阳某学校食堂
为由，多次找他借钱，短短两年多，
他先后给谭某汇款了40多万元。

“当时，他还拿了和自称该校
负责人的聊天记录给我看， 说事

情已经敲定， 做这么多就是为
了让我相信。” 向先生介绍，
2017年9月， 谭某找到了他，说
在职教城附近有一所学校正在
新建， 可以通过关系拿到食堂
的承包权， 并邀请向先生一起
合伙投资。看在彼此交情上，向
先生答应了谭某。

之后，谭某又以跑关系、办
证、 缴纳保证金等理由找向先
生借钱，并承诺，学校建设完成
后就可以进场， 期间向先生总
共汇去了30多万元给谭某。

2018年下半年， 谭某再次
以同样的方式以承包邵阳某学

校食堂为由，从向先生手里拿走了
10多万元。然而到了约定的进场时
间，向先生却发现两所学校的食堂
早就被别人承包了，这才发现自己
被骗了。

落网后谭某交代，自己之前出
示的承包合同、办学许可证等信息
都是他伪造的。在骗取钱财离开株
洲后， 他为了躲避公安机关的抓
捕，还将原手机号码销号。离开株
洲后， 谭某经常混迹于麻将馆，因
为沉迷打牌赌博，从向先生处骗取
的钱财都已经被他挥霍一空。

目前，谭某已经被依法刑拘。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魏天宇

好朋友“亲口”借钱
微信诈骗升级

据媒体报道， 前不久，江
苏的陈先生收到好友微信语
音消息，让他转钱到某个收款
码上，买个东西。转钱后才发
现，自己被骗了。“就是我朋友
的声音，一模一样。”陈先生气
愤地表示，如果当时没有听到
朋友的声音，这钱肯定不会转
出去。

陈先生告诉记者， 原本想
打电话确认， 但朋友语气很急
的样子， 又发了语音消息确定
身份，这才深信不疑。事后，他
打电话给朋友， 才发现朋友微
信被盗号， 向他借钱的根本不
是朋友本人。办案民警表示，从
语音的声音判断， 对方和他好
兄弟王某的声音极其相似，所
以陈先生信以为真。

长沙暂未发现类似案例

“长沙目前暂时没有收到
类似报案， 这确实是微信诈骗
新手法，应该防范。”长沙市公
安局反电诈中心民警瞿安介
绍，该类型案例中，大多数作案
犯罪分子会利用社交软件，在
聊天过程中， 为骗取受害人信
任， 专门通过语音包软件用下
载的女性声音和受害人聊天。

“犯罪分子不一定伪装成
亲戚朋友， 也有冒充帅哥美女
行骗的。”瞿安提醒，犯罪嫌疑
人要对自己的形象进行包装，
如果他们在使用美女或者帅哥

头像的同时， 再辅助用语音包，
给你听到比较甜美的女性声音
或者比较有磁性的男性声音，会
有更好的心理引导作用，从而进
行下一步计划，如借钱、消费、游
戏充值等经济诈骗。

长沙警方提醒，虽境内未出
现类似语音包诈骗案件，但社交
语音包的无序滥用，必须引起重
视。 受害人若在发现被骗后，应
保存好相关证据，立即报警。

上千条语音信息仅售19元

10月21日，记者在淘宝网上
搜索到一款售价为19元的微信
语音包，卖家告知里面有上千条
语音信息。“目前商品只支持安
卓系统，苹果手机无法使用。”商
家客服表示。

客服介绍，语音包中以年轻
女性声音为主，主要是各种日常
交流用语，其中也有多条与“红
包”相关的语音。在购买前商家
还向记者发来一份“使用规范和
要求及免责声明”，声明中称，严
禁用作非法用途，一经发现回收
软件使用权，且由此产生的后果
由使用者个人承担， 与店铺无
关。在使用评价中，记者发现有
用户表示语音包里的女性声音
很甜美很真实， 并会再来回购，
也有用户表示价格便宜， 用来
“恶搞”不错。

除了语音包，还有部分商家
在微信公众号、QQ群中售卖微
信“变声器”，声称除了能发送语
音包以外，还可以进行实时的变
声处理，售价在200元左右。

微信好友“亲口”说借钱竟然有诈？
记者调查：10余元可买上千条语音包 长沙警方：暂未接到类似报警，金钱交易需再三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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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海天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律师李春光提醒，
微信语音包虽然很多时候
被包装成娱乐工具， 实际
上在语音包的制作、 售卖
和使用中都可能存在违法
风险。

李春光表示， 在语音
包的制作中， 如果声音是
由电脑合成但模仿了他人
尤其是社会公众人物的声
音， 在未取得被模仿者同
意的前提下， 涉嫌侵犯他
人的人格权利， 应承担相
应的侵权责任。 若该语音
包存在侮辱他人的内容，

则可能构成损害他人名誉
权，应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
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
偿精神损失等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 一旦有
不法分子利用语音包进行诈
骗， 售卖语音包的商家即使
有免责声明， 也并不都能免
责。“若卖语音包的行为人与
买方有利用该语音包诈骗的
共谋， 并且利用该手段使他
人受骗而交付财物， 则涉嫌
构成诈骗罪共犯。 若卖方与
买方未产生共谋， 则应由实
际实施诈骗罪的行为人承担
相应刑事责任。”李春光说。

律师说法

制售使用均存违法风险

为筹钱打牌,诈骗朋友40多万
男子谎称承包学校食堂，多次找熟人借钱，目前已被刑拘

消防隐患曝光

为加大消防安全检查力度
和安全隐患曝光力度，筑牢社会
消防安全防护网，湖南省张家界
市消防救援支队深入辖区开展
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曝光火灾隐
患，督促社会单位加强隐患整改。

近日， 消防监督员在日常
检查中发现永定区金色童话幼
儿园、 永定区智慧树幼儿园、桑
植县七巧板幼儿园三家幼儿园
存在不同程度火灾隐患。 其中，
桑植县七巧板幼儿园安全出口
不足，消防配置、设置不符合标
准；金色童话幼儿园室内消火栓
无水， 楼梯间未设置乙级防火

门； 智慧树幼儿园安全出口数量
不足，灭火器配置数量不足，部分
电气线路未穿管保护， 未设置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未设置室内消火栓。针对无
法立即整改的火灾隐患， 消防部
门对单位下发了整改通知书，要
求单位明确整改措施， 在规定时
间内整改到位，确保师生安全。

整改期间， 张家界消防部门
将联合各行业部门对隐患单位开
展跟踪和指导整改工作， 不定时
进行“回头看”，督促社会单位加
强整改力度， 确保在整改期限内
整改完毕。 ■通讯员 吴杰

近日，位于常德市武陵区
的豪美门窗厂因违规使用彩
钢板搭建员工宿舍，被常德市
武陵区消防大队依法予以临
时查封。

大队监督执法人员在对
辖区豪美门窗厂进行例行消
防安全检查时，发现该厂房内
部设有使用可燃泡沫挡板搭
建的员工宿舍。 宿舍墙面、吊
顶均采用可燃材料聚氨酯泡
沫夹心彩钢板装修。

宿舍内， 消防监督人员
还发现大量烟头烟灰， 员工
在宿舍内卧床吸烟现象较普
遍。 该员工宿舍存在的火灾
隐患被依法判定为重大火灾
隐患。

武陵区消防大队依法对
该员工宿舍实施临时查封，并
责令豪美门窗厂在一个月内
将火灾隐患整改完毕。

■通讯员 王颂扬

株洲：违规设置儿童房，责令限期整改

张家界：集中曝光3家单位火灾隐患

常德：宿舍违规使
用建材，依法查封

近日，一则“10元可买上千条微信语音包”的消息
引发网友热议，该消息称登录电商平台便可以轻松购
买到各式“微信语音包”，成为新型诈骗工具。10月21
日，三湘都市报记者从长沙市公安局获悉，目前长沙并
未接到类似报警。警方再次提醒，在社交软件上与陌生
人交友要谨慎， 金钱交易需再三确认，防
止上当受骗。

■记者 张洋银

10月21日，长
沙秀峰山公园，一名
父亲带着孩子在公
园游玩。许多家庭都
选择户外活动，抓住
阳光的尾巴。22日
起降水和冷空气将
抵达湖南。

记者 何佳洁
摄影报道

抓住
阳光的尾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