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重处罚！

严惩

图片·新闻

“行动！”2月6日上午11时， 广东
省汕头市潮南区某住宅楼道内， 在汕
头警方的配合下， 湖南省新宁县公安
局刑侦大队民警们悄然对该住宅楼形
成合围， 犯罪嫌疑人周某杰在其家中
束手就擒。

至此，新宁公安经过6天7夜的侦
查，跨越千里追捕，成功破获了一起涉
案金额40余万元的巨大电信诈骗案。
现场扣押银行卡、手机、平板电脑等作
案工具， 成功止付涉案资金13万余
元，冻结涉案资金14万余元。

“我被骗了47.5万元，这可是我们
对武汉的‘爱心款’啊！”1月31日凌晨
0时10分， 报警人储某惊慌失措地冲
进新宁县公安局一渡水派出所。

据悉， 储某是湖南省山东商会成
员兼采购员， 曾在某微信群内发布过
购买需求，并数次成功地购买过口罩。
此次，储某如往日一样，再次在微信群
中发布了购买10万个N95口罩需求，
一个微信名为“顺其自然”的网友主动
找到储某， 一场精心布置的骗局悄然
展开……

“顺其自然” 称其为生产口罩厂
商， 并存有储某所需求的N95口罩现
货， 同时主动向储某提供了厂商的相
关“证件”。

见“顺其自然”提供的“证件”齐
全， 加上之前在微信群内又有数次成
功购买的经验，储某放下了心中警惕，
于1月30日7时至23时，向“顺其自然”
提供的账户上多次转账， 累计转账金
额达到47.5万元。在收到储某转款后，
“顺其自然”随即电话关机。

接案后， 刑侦大队即刻成立专案
组，迅速开展侦查，锁定犯罪嫌疑人后
立即前往广东汕头开展抓捕。

目前， 周某杰因涉嫌诈骗罪被新
宁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公安机关
将加大对未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周某
乐、周某滨追捕力度，该案相关后续工
作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记者 卜岚 通讯员 尹建国 杨坚

本报2月14日讯 为寻求刺
激，益阳一男子竟在疫情防控期
间先后拨打110、119报警电话
16次，还谎报火警。近日，这名报
假警的男子姚某（男，20岁，益阳
赫山区人）被警方行政拘留十日。

“汽车东站旁一居民房厨房
起火了，你们快来！”2月9日15时
许， 益阳市119指挥中心接到一
起火警，可当地消防救援队伍出
动14名消防指战员、两辆消防车
赶往现场时，却发现现场一切正
常，并无任何火灾迹象，经回拨
报警电话联系核实，对方却声称
自己并未报警。

“两辆消防车、14名消防指
战员，这些配备占去了一个消防
中队的大部分力量，如果辖区其

他地方发生了真实的重大警情，
这不仅浪费救援力量，还会延误
救援。” 一名消防指战员说。

经公安部门调查，报警人真
实身份为益阳市赫山区男子姚
某。疫情防控期间，姚某为寻求
刺激，除2月9日谎报火警外，自2
月5日以来， 采取在接通电话后
又挂断的方式， 先后拨打110、
119报警电话16次，严重占用社
会应急资源。“火情是我在家里
无聊时虚构的， 我就是觉得好
玩，让消防车白跑一趟。”姚某必
将为自导自演的闹剧付出代价。
目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之规定，姚某被
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十日。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陈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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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卖口罩真诈骗，收到钱后就拉黑
长沙警方通报多起电信网络诈骗案，已抓获32人 提醒：网购口罩要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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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罩”难求，你会相信抖音、微信朋友圈里
售卖口罩的消息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作为个
人重要防护设备的口罩供不应求，在全国人民众志成
城、携手并进的时刻，却有些不法分子利用微信、直播
等网络虚拟平台，以出售口罩为由从事诈骗活动。

2月14日，长沙市公安局通报多起近期破获的虚
假售卖口罩电信网络诈骗案，目前共抓获32人。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刘彬

长沙市公安局副局长韦树恒介绍， 截至目前，全
市共抓获涉疫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嫌疑人32人，破
获刑事案件18起，治安案件41起，串并带破全国各地
案件150多起，追赃挽损资金260余万元。疫情防控期
间， 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有虚假售卖口罩诈骗、
伪装公益捐款诈骗、冒充老师骗取学费三类。

警方提醒，购买防护用品或药品，一定要通过正
规的网购平台或线下药店购买；爱心捐助，一定要认
准官方渠道；收到缴纳费用的通知，一定要通过拨打
电话等方式与老师取得联系，核实真伪；收到亲朋友
好友利用疫情借钱的信息， 一定要与本人多渠道确
认，切勿匆忙转账。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疫情信息，不
轻信、不造谣。

2月14日，长沙县人民检察
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犯罪嫌
疑人周某、谭某批准逮捕，此案
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长沙
县首例涉疫情刑事案件。

2020年2月以来， 犯罪嫌疑
人谭某利用疫情期间民众对口
罩需求的迫切心理，在没有口罩
的情况下，通过微信群发布售卖
口罩等信息，并配上生产口罩和
口罩包装盒的照片，虚拟其有售
卖口罩的途径，以获取被害人的
信任。多名被害人对谭某的售卖
口罩情况信以为真，并通过支付
宝和微信转账方式向其购买口
罩。谭某在收到被害人转账付款
后，采取推托、拉黑、拒接电话等
手段先后4次对多名被害人实施
诈骗，累计犯罪金额达4万余元。

经审讯，谭某交待其租用周
某微信号、 支付宝账号使用，谭
某使用其微信号实施诈骗得手

后，由周某将微信账号内的现金
取现至农行卡内，在长沙县泉塘
街道的网点取款。周某从中获利
4000余元。

获悉该案后，长沙县人民检
察院高度重视，指派侦查监督科
第一时间提前介入， 引导侦查。
检察官迅速赶往公安机关了解
情况，查阅案卷材料，指导侦查
机关收集证据，提出了具体的指
导。2月14日案件移送长沙县人
民检察院提请逮捕，承办检察官
在全面审查案件材料的基础上，
通过远程视频提审的方式对犯
罪嫌疑人进行了讯问。

当日下午，长沙县人民检察
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犯罪嫌疑人
谭某、周某依法作出批准逮捕的
决定，实现当日受理、当日审查、
当日批捕，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提供法治保障。
■记者王智芳通讯员邓昂杨洋

1月31日，长沙望城公安
分局月亮岛派出所接到周女
士报警称， 在网上购买口罩
被骗了5万元。

经询问， 周女士在微信
朋友圈内看到有口罩出售的
信息，遂与对方微信联系。对
方向周女士发送了部分转账
订购口罩的截图， 并信誓旦
旦地承诺立即发货。 周女士
信以为真，便通过微信转了5
万元。

此后， 对方向周女士发
送了一张快递单截图， 便再
无交流。 周女士连续两天按

照快递单号追踪口罩进度，
发现一直没有相关物流信
息， 再想和对方联系时已经
被拉黑了。

警方通过案件串并，发
现嫌疑人所使用的微信号在
全国范围内疯狂作案， 涉案
金额高达数十万元。 通过连
续加班加点， 警方锁定了位
于茶陵县的嫌疑对象陈某某
夫妇。 民警立即驱车赶赴茶
陵县， 在陈某某的家中将仍
在继续行骗的夫妇二人抓
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深
挖中。

网上售卖“口罩”
收到货款就拉黑买家

2月2日， 长沙市雨花区
的夏女士报警称， 在为单位
采购口罩过程中发现一昵称
为“口罩批发商” 的抖音用
户， 该用户发布视频说有口
罩售卖。 夏女士分多次支付
订金和货款共计 59888元
后， 对方却以各种理由不发
货。 夏女士于是托朋友到约
定提货地， 发现货物根本不
存在，此后还被对方拉黑。

接警后， 警方立即成立
专案组， 快速锁定位于广东
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某。2月5

日下午， 民警前往广东开展
抓捕工作。 但专案组抵达深
圳后发现， 李某某已回到老
家揭阳。民警不顾舟车劳顿，
第二天凌晨乘高铁前往揭阳
市。经过半天排查蹲守，6日，
专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
下将李某某抓获。

警方初步核实李某某作
案5起，涉及诈骗金额人民币
7万余元。目前，李某某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进一步
审查深挖之中。

1案例
抖音上买口罩
长沙一市民被骗近6万元

疫情防控期间，注意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3案例

2案例

居家防疫期间切莫拿“119”开涮
益阳男子拨打110、119报警电话16次被拘留

假卖口罩？批捕！

47.5万元
购买口罩的爱心款被骗！

提醒

延伸

执法司法的铁面庄严，彰
显庇佑民生的温情。 在疫情防
控期间实施有关违法犯罪的，
政法机关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
量，依法体现从严的政策要求。

疫情发生以来， 全国公安
机关查处扰乱社会秩序类案件
377起， 干扰疫情防控类案件
83起， 妨害公务类案件55起；
破获非法猎捕珍贵野生动物、
非法狩猎等刑事案件19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29名； 破获涉疫
情诈骗案件1116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294名，追缴赃款660余
万元……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