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6日，郴州市公安局北
湖分局疫情防控破案攻坚组接
到韶关市公安局武江分局通
报， 有人在网上以出售口罩为
名，先后5次实施诈骗。

警方很快锁定嫌疑人曹
某。25日上午，抓捕民警破门而
入，发现曹某的住处不像一般的
出租屋，倒像一个生意红火的网
络小公司。屋内4台电脑同时运
行，QQ、 微信消息往来不断，8
台手机不时发出短信 提醒，桌
子上摆满了电话卡和印有诈骗
套路语句“剧本”，4名年轻人各
自忙碌着，曹某正在其中。

原来， 事情远不止利用口

罩进行诈骗那么简单。
“一开始是谎称自己有口罩

出售，骗了很多人。后来加的网
友越来越多，我发现微信账号也
可以赚钱。” 曹某交代， 春节期
间，他利用微信、QQ发送“有奖
链接”，当受害人点击阅读后，诱
导受害人暴露微信账号和密码。
得手后将微信解码，并捆绑到自
己的手机卡号上。随后，将附有
受害人身份信息的微信账号发
到网上贩卖。

截至团伙被捣毁时，4人已盗
取70余个微信账号， 并以200至
500元不等的价格售出4个， 获利
1740元。

阅览网站送福利？小心微信账号被卖了
郴州警方打掉2个盗窃贩卖微信账号团伙 提醒：这种新骗局已有2000人中招

本报3月27日讯 为偿还
赌债，长沙一女子打起发“疫
情财”的歪主意，谎称有口罩
售卖，用八个微信号“自导自
演”骗得钱款5万余元。今天，
记者从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
察院获悉，该院依法对犯罪嫌
疑人胡某以涉嫌诈骗罪作出
批准逮捕决定。

“她家庭条件还可以， 爸妈
是开餐馆的，平时在自家店里负
责收银的工作。” 案件承办人陈
建平告诉记者，嫌疑人胡某因沉
迷网络赌博， 导致入不敷出。前
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口罩需求
增大，她便动了歪心思，在社交
平台上谎称自己有口罩出售，吸
引受害人主动联系她。

“为了获取信任，她通过网
络购买了多个微信账号， 开始
自编自导， 一人分饰八角的戏

码。”陈建平说，除了自己本来的
微信号，她还虚构了一个“上家”，
另外其他的微信号则扮演买家。
通过微信号向被害人提供虚假口
罩照片等资料信息， 伪造向“上
家”催发货的聊天记录，以欺骗被
害人和逃避侦查。

在骗取钱款共计59800元后，
胡某将被害人的联系方式全部
拉黑。

接到报警后，侦查机关2月22
日以涉嫌诈骗抓获胡某。

3月19日，公安机关针对此案
向开福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承办检察官在全面审查案卷材料
后， 提出犯罪嫌疑人胡某在疫情
防控期间，通过网络虚构事实，骗
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从严从
重从快打击。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陈翾 通讯员 胡奕

“最近出了一款新的游戏皮肤，你加我微信，皮肤免
费送给你！”小心，很可能有人盯上了你的微信账号。除了
转走账户余额，你的微信账号还可以被当成商品出售，最
后成为犯罪工具。

郴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打掉了两个盗窃贩卖微信账
号的团伙，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5人。受害人是怎么一
步步上当的呢？3月27日，警方通报了案情。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陈翾 通讯员 曾鸣

无独有偶，2月底， 郴州北
湖分局郴江派出所驻村辅警在
梨树山村开展疫情防控排查
时， 发现几名男子租住的房间
内放有大量电脑，十分可疑。

经调查， 他们在梨树山村
附近租住了多间房屋， 以玩游
戏免费送皮肤为由， 盗窃微信
账号进行贩卖。3月4日，民警开
展统一行动， 抓获团伙成员谭
某等11人。

2019年底开始，谭某与两名
同乡好友在郴州市区租住房屋，
雇用“业务员”，购入大量手机、电

话卡、电脑。购买多个QQ账号，冒充
女性，添加游戏爱好者建群，并在群
里发送免费送皮肤的消息。

在吸引到受害人后， 让对方
提供微信账号和密码， 宣称：“只
要把你的微信号在我这边登录几
天， 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游戏皮
肤。”对方一旦上钩，他们便登录
账号修改密码，冻结账号。

通过这种方式， 该团伙骗取
微信账号2000余个， 贩卖牟利9
万余元。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
中。

阅览网站送福利？微信账号被盯上了

“玩游戏免费送皮肤”盗窃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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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分饰八角，“影后”行骗被批捕

株洲日均300多司机因开车打手机被罚 记者在长沙调查发现

同一路口20分钟，6名司机开车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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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开车玩手机了，
小心12分不够扣。”27日，
株洲市民程先生在微信朋
友圈发消息调侃道。 日前，
株洲交警升级城区交通违
法抓拍设备，日均查处开车
玩手机300余例。

开车中使用手机成为
常见的交通顽瘴痼疾。27
日，三湘都市报记者在长沙
多个路口走访调查发现，驾
驶员开车过程中使用手机
的情况十分常见。

■记者 杨洁规

27日上午11时， 三湘都
市报记者在长沙车站路与八
一路交会处的人行天桥上看
到，虽不是车流高峰，但4个
方向过往车辆依然较多。蹲
守20分钟，发现6名司机在通
过路口时， 有使用手机的情
况， 有人将手机放在耳侧打
电话，有人对着手机发语音。

除此之外， 更多的司机
将手机放在方向盘附近的手
机架上， 在等候信号灯过程
中，不时用眼睛瞟一下手机，
有的司机左手握住方向盘，
右手不断操作手机屏幕。除
了小车司机， 不少电动车司
机同样在行驶中使用手机，
一面观察车流情况， 一面分
神关注手机。

记者随后在芙蓉中路与
营盘路交会处， 韶山路与新
建路交会处等多个路口看
到， 均有司机在行车中使用
手机， 还有司机因等红信号
灯时玩手机太专注， 被后车
司机按喇叭催促， 才赶忙启
动车辆。

20分钟
6名司机开车用手机

现场

对于开车使用手机这一交通
顽瘴痼疾， 交警部门多次开展集
中整治行动。 以长沙为例，2019
年， 长沙交警共现场查处驾驶时
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
11159起。驾车时观看视频、查阅
手机信息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
交通违法行为2558起。然而，仍有
不少司机心存侥幸， 开车时使用
手机。

“很多司机认为在车里面，把
车窗一关，执勤的交警不会发现，
而且在快速行驶的过程中， 交警
即使发现了也很难现场抓获。”株

洲市公安交警支队指挥中心负责
人蔡世东表示，针对这种情况，株
洲交警升级交通违法抓拍设备和
系统，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抓拍设
备都能清晰地记录接打手机过
程。目前，株洲交警日均抓拍录入
此类违法300余起。

交警提醒， 不管司机是在等
红灯、堵车还是在开车，不管是打
电话还是玩手机， 都算是以手持
方式使用手机，属于违法行为。根
据规定，对于此行为，交警部门将
处以驾驶证记2分、 罚款200元以
下的处罚。

株洲日均抓拍300余单处罚

27日上午11时，长沙车站路与八一路交会处，电动车司机在等红绿灯时
使用手机。 记者 杨洁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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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随机采访了20名市民，针
对开车玩手机恶习，受访市民均表
示希望能通过提高司机素质、加大
相关处罚等方式，根除该恶习。

“开车玩手机，害人害己！”驾
龄10余年的司机程先生说， 在红
绿灯路口经常能碰见绿灯放行了
还停在原地的车辆， 十有八九都
是在玩手机。 程先生直言：“知道
开车看手机不好，但习惯难改。自
己开车时也会接电话， 查看微信
消息。”

姚先生则因为前不久的自身
经历， 改掉了开车使用手机的陋
习。 因为工作原因， 平时消息较
多，前几日，在开车时查看消息时
差点撞上了桥墩。“现在重要讯
息， 我会把车停到路边安全位置
后，再给对方回消息。”

司机李女士刚拿驾照不久，
她说， 最怕遇到开车玩手机的司
机，“本来就是新手， 遇见前车司
机玩手机，不是减速就是变道，对
我来说无异于一次路考”。

开车看手机不好，习惯很难改声音

提醒 低头3秒等于盲开50米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边开车边看手机不对， 但危害到底有

多大？
2019年2月， 刘某驾车途经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石燕湖大道

时，因开车时低头查看手机短信，结果将一名男子撞倒；5月，长沙
男子驾车途经芙蓉路侯家塘高架桥路段时，因开车看手机撞倒200
米护栏；5月，株洲市民余某驾车行驶在新华东路时，因开车打电话
分散了注意力， 撞倒一名沿斑马线横穿马路的行人， 致人死亡；8
月，司机刘某开车行驶在武深高速攸县段，由于驾车时发微信，车
辆失控撞毁护栏，导致车内4人受伤，车辆基本报废……

目前在中国，开车玩手机已经和酒后驾驶、超速行驶并行为
交通事故三大主要原因。

看一眼手机最少要3秒，假如司机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开
车，3秒钟可开出50米，这50米完全是在盲开，非常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