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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7日讯“一直以
为，警察‘蜀黍’都是一本正经，
外加一脸严肃， 没想到也有可
爱的一面！这种宣传方式很亲
民，这是我见过最棒的长沙好
声音！”今日，以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集中宣传
月“全民行动·无诈星城”为主
题的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沙
理工大学举行。 长沙市公安民
警接连表演自导自演的反诈骗
情景剧，倍受现场1600余名观
众的热捧。

民警们自导自演的反诈
情景剧，让观众在一饱眼福的
同时，学习掌握到不少反诈技
能。长沙公安刑警带来的情景
歌舞《全民反诈》，通过新颖时
尚的表演形式，教观众识别最
常见的八类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由长沙县公安局选送的情
景剧《腥动的陷阱》，将真实案
例搬上舞台，直观诠释了“裸
聊”敲诈的危害，既诙谐幽默
又催人警醒；由笑工场喜剧演
员和宁乡市公安民警一同带
来的一部以“断卡”为主题的
小品《天下无诈》，让在场观众
在捧腹之余更加深刻地认识
到电信网络诈骗的危害；由长
沙公安“网红”民警刘曦钧等
人演唱的《守护解放西》节目
主题曲，更是再次引爆现场观
众的热情。

“全民行动， 携手聚力，共
创无诈星城……” 在湖南卫视
著名节目主持人李锐的倡议

下，全场观众共同起立宣誓，用
一声声铿锵有力的誓言、 一句
句掷地有声的承诺， 向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发出全面宣战，彰
显投入反诈人民战争的坚定决
心， 凝聚起强大的全民反诈力
量。

随后，长沙理工大学青年
学生志愿者代表现场接过写
有“反诈先锋”的队旗 ，标志着
长沙首支高校反诈先锋志愿
者服务队在长沙理工大学正
式成立，队员们将积极传播反
诈知识，使反诈意识更加深入
人心。

长沙警方提供的数据显
示，今年1至4月，长沙共破获
电信网络诈骗现行案件1397
起，刑事拘留2304人，侦破部
省督办案件55起；止付涉案资
金14.6亿元， 冻结涉案资金
1.27亿元，预警劝阻29万余人
次； 实施信用惩戒1483人。刷
单、虚假投资平台类诈骗位居
前列。

下一步， 长沙市各级各部
门将强化措施， 围绕当前高发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作案手
法，深入剖析，分类开展精准宣
传教育，将依托群防群治、群策
群力，共筑识骗、防骗、不参骗
的坚固防线， 积极构建系统严
密的防范管控体系和覆盖全面
的反诈宣传体系。

■记者杨洁规
图/视频 何佳洁

本报5月17日讯 5月15日晚，
常德市武陵区唐家榕社区发生一
起居民火灾， 一液化气罐发生爆
炸震塌房屋，飞出100多米后坠落
到另一民房后的水沟， 所幸未砸
中人和房屋。

当日17时23分， 常德武陵区
唐家榕社区对面一民房发生火
灾。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
达火场附近， 经过20多分钟的紧
张“战斗”，大火被成功扑灭。火灾
屋主张某介绍，厨房有2个液化气
罐， 一个在消防员赶到之前已经
爆炸飞到东南方向很远处去了，
还有一个是备用的， 放在厨房后
门边。 消防员在张某指引下找到
了厨房后面屋檐下的液化气罐，
在距离罐体约4米处用水枪注水
冷却后， 消防员过去将液化气罐
搬移至安全地带。

目击者邻居吴先生回忆，当
天17时许，发现张某家着火，并且
越来越大，于是拨打了“119”报警
电话。才过了约3分钟，他听到一
声巨大的爆炸声， 只见一个火球
从张某家腾空而起， 向东南方向
急飞而去，“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
么东西， 样子很像电视里的导
弹。”

目前 ， 液化气罐爆炸原因
还在调查中。 消防部门在此提
醒广大市民： 使用液化天然气
用完一定要记住关阀门， 学会
识别液化气罐使用年限， 定期
检查管路的密封性， 及时更换
易老化部件。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颜雨彬 邓友清

“你没犯法， 你这是碰到电
信诈骗了。” 民警听完她的描述
后，发现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公
检法办案人员的电信诈骗。就在
民警安抚谌女士时，她的微信不
断弹出消息，对方还在索要新的
验证码。

“你们别安慰我了，再不抓
紧时间 ， 江西民警会来抓我
了。”谌女士仍对“江西警官”深
信不疑， 快警站民警罗元庆大
声喝止：“你深呼吸放松， 我们
民警是不可能在网上办案的，
哪怕再远都会叫你到派出所做
笔录， 怎么可能到宾馆视频询
问。 你要相信站在你面前的我
们，我们才是真民警。”罗元庆
引用多起类似案例， 反复耐心
地给谌女士讲解网络电信诈骗
的作案手法， 半小时后谌女士
才恍然大悟。

银行卡中的16万元，只差最
后一个验证码就进了电诈分子
账户，谌女士后怕不已。考虑到
诈骗分子已掌握谌女士的银行
卡账号、手机号和密码，民警立
即带她前往银行修改密码。16万
元保住了,谌女士不断向民警致
谢。

“那张逮捕令漏洞百出，你
若冷静点 ， 一眼就能看出破
绽。”民警告诉谌女士，司法机
关办案有严格流程， 法律文书
中的文字非常严谨。 从谌女士
提供的逮捕令来看， 其文头是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但紧接着
下方又出现公安部的字样，最
后的公章位置又是最高检，具
备基本法律常识的人基本都能
辨认是伪造的。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谢孟衡 赵明

自首的“通缉犯”其实是电诈受害者
犯罪分子冒充民警实施电信诈骗，受骗女子被迫自首，湘潭警方证其清白并帮她及时止损

本报5月17日讯“我是通缉犯，我来自首的，能
宽大处理吗？”近日，一名女子神色慌张地来到湘潭
市雨湖公安分局砂子岭快警站。 对这名送上门的通
缉犯，民警却查不出她涉嫌任何案件，女子到底经历
了什么？今天，湘潭雨湖警方向记者介绍了这起“自
首”案的来龙去脉。

女子“自首”，但她并非网上通缉人员

“自首” 的谌女士到快警站
后仍惊魂未定。民警核实她的身
份后发现， 她并非网上通缉人
员。听说自己“清白”，谌女士连
连否认，断断续续哭诉自己“犯
罪”的过程。

原来，谌女士接听了一个陌
生电话，来电人自称江西某公安
局的刑侦队警官,对方准确地说
出了她的姓名和住址，并义正词
严地表示，谌女士名下的银行卡
涉嫌非法洗钱，“他说我的案子
当天下午三点就开庭”， 谌女士
说，得知自己成了被告，这个消
息犹如晴天霹雳，她唯有重复辩
解自己遵章守法，且从未将银行
卡出借。 然而她的解释并没有
用，对方表示只有一个办法能自
证清白，那就是赶在开庭前配合
他们做笔录。

“警官”的一席话，让谌女
士看到了转机， 立即答应配合
调查。“警官” 要求谌女士到宾

馆单独开房间， 避开干扰接受
调查。在酒店房间里，谌女士通
过微信接收了一份《刑事逮捕
令冻结管制令》，“警官”对她诸
如家庭情况、 工作单位等个人
信息了如指掌。 谌女士还通过
视频看到了对方的办公环境，
“他还回头跟同事说我真倒霉，
摊上这种事。”

随后，她按照对方要求下载
了一款视频会议软件，在视频中
“警官” 要求谌女士提供身份证
号、银行卡号、密码等信息。

凑巧的是，谌女士因为太紧
张，多次输错验证码，只得通过
人脸识别才能重新登录手机银
行。“我紧张得脸都僵了，人脸识
别不出，我只能来自首了。”眼见
开庭时间越来越逼近,却无法证
明自己的清白，谌女士打电话给
丈夫简单交代几句后，就匆匆跑
到了附近的砂子岭快警站“自
首”，争取宽大处理。

揭露真相，真警察帮她及时止损

提醒

民警介绍， 冒充公检法类型的电诈手段由来已久，
多数市民对此都有比较强的防范意识，但近期这类手法
有所更新，借助微信等社交视频工具，更增了一份“可信
度”，仍有人上当。民警提醒，市民可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通过相关设置后，可有效防止此类侵害。同时,希望
市民提高防范意识,一旦涉及转账等金钱交易，一定要
多方核实。

冒充公检法类型的电诈如何防范

反诈情景剧进校园，演绎别样“警”彩
长沙启动“全民行动·无诈星城”主题宣传活动

民房起火
气罐炸飞百米远

5月17日，在长沙理工大学举行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宣传中，长沙民警将真实案例搬上舞台。
记者 何佳洁 摄

扫码看反电信
诈骗宣传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