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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网络诈骗套路不断翻
新，让人防不胜防，严重影响
公民安全感和社会诚信体系的
建设。宁波市反诈中心慈溪分
中心是冲在反诈前沿的第一梯
队，自 2016年 6月 29日成立
以来，12名民警以及 12名辅
警立足初侦初查、预警劝阻、
止付冻结、反诈宣传四项职能
积极开展工作。近日，宁波市
反诈中心慈溪分中心负责人干
剑勇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讲述
了反诈中心的工作日常，并结
合数据就当前的电信网络诈骗
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成立分中心就是为
了应对高发的电信网络
诈骗

问：当前，我市电信网络
诈骗的情况怎么样？

答：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
量逐年上升，去年到今年，电
信网络诈骗案已经占到我市总
发案量的60%左右，多的时候
全市每天要接到 10多起电信
网络诈骗的报案。截止到3月
27日，今年共立案362起，群
众损失金额达800多万元。

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手段更

新很快，大量“黑灰”产业也给
反诈打击增加了难度，所以慈溪
反诈工作，还是任重道远。

问：慈溪反诈分中心主要
做哪方面的工作？

答：主要是四块，分别是
初侦初查、预警劝阻、止付冻
结、反诈宣传。

问：如何做好预警劝阻、
止付冻结工作？

答：诈骗分子有时候会集
中轰炸，广撒网，多敛鱼，有
人上当，这类案件的发案量就
会明显上升。我们会在日常工
作中，分析、预判接下来一段
时间内，哪一类案件会在慈溪
爆发。比如说疫情期间，我们
就做了防疫物资的反诈预警。

劝阻主要是针对老百姓
的，是一种反诈机制，通过数
据分析，锁定辖区内可能正在
被诈骗的当事人。但是劝阻工
作时常会遇上一些困难。当事
人已经被“洗脑”，不相信我
们，反而更相信诈骗分子。派
出所民警出警赶去劝阻，当事
人还会特意避开。但是劝阻工
作非常重要，我们要做的就是
守住老百姓的钱。

止付冻结主要是针对侦查
过程中，嫌疑人资金流的走
向。发现相关涉案账号，我们
可以通过联动及时止付冻结，
这样一来，钱追回来的可能性

就大一些。所以我们也要提醒
市民，发现被骗，一定要及时
报案，并向警方提供对方的账
号，我们会在核实后对相关账
户实施强制措施。当前，我们
止付账户就达168个，涉及金
额1200多万元，冻结账户300
多个，涉及金额5800多万元。

数据说话：诈骗分
子爱找上谁？

问：哪些人更容易被骗？
答：根据我们的数据分

析，受害者大多在20-40周岁
左右。受疫情影响，前阵子学
生们宅在家里上网课，不少人
被骗，所以第一季度受害人的年
龄呈年轻化趋向。根据往年的
数据显示，性别和学历对于是
否被骗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接触
网络时间长的人更容易被骗。

问：目前我市电信诈骗和
网络诈骗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最常见的诈骗类型有哪些？

答：电信诈骗和网络诈骗
是两种类型。早期，电信诈骗
比较多，随着网络的普及，如
今 电 信 诈 骗 占 比 在 10%-
20%，但网络诈骗已经达到
70%-80%。随着网络电话的
普及，很多骗子往往会通过网
络电话来躲避侦查。

目前，贷款诈骗、刷单诈

骗以及购物类诈骗是我市三个常
见诈骗类型，这些诈骗都是常年
发生的。例如冒充公检法的诈
骗，诈骗分子可能在某一时段对
某一区域进行集中轰炸，得手后
就会转换地方，属于打一枪就
走。

问：那么，这些诈骗针对的
人群是否有所不同？

答：这也是我们目前反诈工
作的一个重点，我们需要精准宣
传，针对一类人宣传特定的反诈
知识。

对于学生来说，我们得多多
宣传游戏账号诈骗、冒充好友和
同学实施诈骗、刷单诈骗等防范
知识。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大学
生，容易接触到购物类诈骗和贷
款类诈骗。一些在企业打工的人
员，常会选择网上刷单作为副
业，不少人因此上当被骗。一些
技术型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有
买房、买车、孩子上学等方面的
需求，容易在网上贷款时被骗。
对于企业的财会人员来说，冒充
老板诈骗最为常见。此外，网购
诈骗最容易找上常年在家的女性。

侦破一起电信网络诈
骗有多难

问：电信网络诈骗的破案率
比较低，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侦
破难点在哪里？

答：破案难主要体现在抓人
难、取证难、办案难。

电信网络诈骗的嫌疑人都是
网上虚拟的身份，并不是面对面
接触的。此外，从办案要求出
发，很多证据都需要网络数据来
支撑。但网络数据有时效性，一
些 APP自带的聊天功能，一段
时间后根本无法调取到相关数
据。所以我们要提醒市民，发现
被骗，一定要保留相关证据截
图，并及时报警。若是拖到一两
个月后，侦破的可能性就极小
了。

第三就是办案难。现在的电
信网络诈骗都是专业化的团队在
操作。打个比方，一个电信网络
诈骗案中，专门实施诈骗的团伙
在境外，洗钱的团伙在广东，但
是负责洗钱的人可能分散在全国
各地。如今还有“吸粉引流”团
队、APP 技术支撑团队等“黑
灰”产业出现，表面上他们彼此
之间没有关联性，想要全链条打
击往往非常困难。

问：为什么电信网络诈骗案
侦破后，退赃也不容易？

答：成功实施诈骗后，诈骗
分子不会将受害人的钱全款汇到
另一处，而是会进行资金分流，
或者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资金分
流。就像在一个池塘里，有很多
不同来源的水，一旦资金进入这
个池塘，就很难证明哪一部分是

受害人被骗的钱，有多少资金进
入了资金池。

问：目前，慈溪反诈分中心
如何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打击？

答：最近，电信网络诈骗案
高发，我们也在边打击边摸索，
希望可以探索出“慈溪模式”。
目前，针对小案、个案，我们实
行快速打击。初步侦查、研判发
现嫌疑人是个体，我们会第一时
间将线索下发至基层派出所，由
他们的刑侦力量进一步落地，并
要求他们在7天内反馈。前段时
间，我们下发了 40 条落地线
索，目前已经成功破获案件 15
起。至于团伙型案件，则由我们
进行研判，再组织各业务部门例
如网警、派出所等以专案的形式
开展联合打击。

电信网络诈骗，防范
至关重要

问：市民该如何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如何拒绝套路？

答：大家守住第一道关，比
我们成功打击更有效果。如何防
范，这次我主要说三点。

第一点，谨防个人信息泄
露。不法分子拥有你的个人信
息，所以能实施精准诈骗。在日
常生活中，一定要做好个人信息
管理，不要把身份证照片、银行
卡照片、密码等保存在手机上，

也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一些
链接中含有木马病毒，能窃取手
机上的信息。

第二点，要做到“四个不
要”：不要向陌生账号汇款；不要
连接陌生无线wifi；不要透露短信
验证码；不要点击不明链接。

第三点，不要过度相信交友
软件，不轻信网络交友。杀猪盘
诈骗案件大多是从网络交友开始
的，对方会根据你的情况制定个
性化套餐，诈骗过程往往会长达
几个月，对方不仅有精神上的投
入，也会有金钱上的投入。在取
得你的信任后，对方就会开始往
投资类、好项目等方面引导。这
一类诈骗，涉案金额往往特别巨
大，而且存在受害者不愿意报
案、不相信自己被骗等情况。

问：如果发现自己已经上当
受骗，该怎么办？

答：第一时间要报警，同时
保留对方的电话、QQ、微信、
银行账号等信息，提供给警方。

还有一个针对银行转账类诈
骗的小方法，我觉得比较实用。
在来不及报警的情况下，市民可
以登录网银，根据骗子提供的账
号，连续3次输错密码，银行会
自动锁定24小时，这时，卡里的
钱就冻住了。受害者再赶到派出
所报警，民警会根据情况进一步
核实，如果属实，会再次联系相
关部门申请对该账户止付冻结。

让天下无诈，任重而道远
——对话宁波市反诈中心慈溪分中心负责人

本报讯 “扫一扫，免费
领榴莲”，你的朋友圈里是否
出现过这样的“自来水”广
告。在这些广告中，有些是商
家货真价实的优惠活动，有些
则是不法分子暗藏的套路。近
日，慈溪公安侦破了一电信网
络诈骗案，犯罪嫌疑人以免费
送榴莲为幌子诱骗受害人刷
单。4月22日，50余名精干警
力在重庆、福建、宁波三地实
施统一抓捕，共抓获嫌疑人28
名，冻结资金70余万元，初步
查证的涉案金额达3800万元。

申领免费榴莲，损失
3万多元

2月 15日晚上 7点多，市
民阿水（化名）报警称自己因
刷单被骗了 3万余元。原来，
阿水在儿子朋友圈里看到有免
费申领榴莲的海报，便尝试扫
描了海报上的二维码，加对方为
好友后就被拉入了一个微信群。

令阿水意外的是，微信群
里，大家讨论的不是榴莲，而
是刷单。不是来领榴莲的吗，

怎么就进入了刷单群？虽然阿
水有些疑惑，但她的注意力很
快就被刷单“捷报”吸引了。
简单操作就可以领钱，看到微
信群里成员们的“真实记
录”，阿水有些心动。

怎么刷单？刚表达了疑
问，就有接待员私信了阿水。
在接待员的要求下，阿水下载
了另一个通信软件，并详细了
解了刷单的操作。一开始，阿
水比较谨慎，只愿意尝试小金
额的刷单。一番试水后，阿水
发现，刷单不仅简单，“赚
钱”也特别快，便按照要求在
群里发出了“捷报”。

当接待员建议大金额刷单
时，阿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但这一次，本金和佣金却迟迟
没能到账。“退款可能出了问
题，你再刷一单试试，没准就
成功了。”在接待员的诱导
下，阿水尝试再次刷单，还是
没能拿回本金和佣金。面对阿
水的质疑，接待员找借口引诱
阿水继续刷单。意识到上当的
阿水，在家人的建议下立即报
了警。

起底“吸粉”、“吸金”
诈骗团伙

接到报警后，慈溪公安迅
速成立专案组，经过两个月的
缜密侦查，挖掘出了隐藏在榴
莲背后横跨三省的微信“吸
粉”、网站“吸金”诈骗团
伙，并成功摸清了两个团伙的
基本组织架构、活动规律等情
况。

刑侦大队重案二中队副中
队长王银宝告诉记者，和普通
刷单诈骗不同，这一刷单诈骗
的“引流”过程是免费水果领
取，乍一看，两者是风马牛不
相及的。“引流”过程由重庆
的“吸粉”团伙全权负责，通
过免费领取榴莲吸引人员聚
集，组群后就将微信群转手
倒卖给福建的刷单团伙实施
诈骗，并由洗钱团伙进行资
金转移。进一步深挖，民警还
在宁波发现一嫌疑人为福建诈
骗团伙提供了大量的涉案卡。

因为涉案嫌疑人分散在福
建、重庆、宁波等地，为避免
打草惊蛇，经过大量前期侦查
准备工作，专案组找准时机。
4月 22日上午 10时许，重庆
市沙坪坝区、福建省安溪县和
宁波三地，50余名精干警力
同时展开抓捕行动，共抓获嫌
疑人28名，缴获电脑6台、手

机100余部、银行卡60余张，冻
结资金 70余万元，初步查证涉
案金额达 3800万元。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深挖审查中。

微信群倒卖成新兴
“黑灰”产业

在朋友圈里转发海报、进
群，就真的能免费领到榴莲
吗？在这个案子中，答案是否定
的。重庆“吸粉”团伙的负责人庆
子（化名）表示他们根本没有榴
莲，这样做只是为了“吸粉”，一
旦成群就转手倒卖给他人。

庆子是名 95后，毕业于重
庆某大学。提供“吸粉”服务以
来，他每天都要在网上购买
3000 多个未实名注册的微信
号，同时制作含有微信二维码的
海报，发到朋友圈、微信群。庆
子及其员工将微信群称为“榴莲
裂变群”，简而言之，只要有 1
个人在朋友圈里发了海报，就会
有上千人看到这个海报，看到海
报来加好友的人也是呈指数上
升。加人、拉群，一个群人数达
到 40人左右后，他们便会将这
个群转手倒卖给福建的团伙，由
对方进一步实施刷单诈骗。

王警官表示，每名员工每天

至少可以卖出 15个群。有些员
工在卖群后曾忘记退出微信群，
所以也能看到群里成员发现被骗
后的激烈反应。虽然庆子及其员
工都知道买群是为了做违法的事
情，自己的行为也是违法的，但
抱着侥幸心理，庆子仍保持着和
福建团伙的合作，3个多月就赚
到了70多万元。当庆子被民警抓
获时，已经有2家公司，员工有
20多人，因为“生意”红火，他
甚至开始筹备第三家公司。

警方提醒市民，对免费广告
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易加入陌生
微信群，加入陌生微信群后更要
认真辨别，提高警惕。所谓网
络刷单纯属诈骗，市民不要被
蝇头小利所迷惑。犯罪嫌疑人
正是通过前几单返还本金并支
付佣金来骗取信任，想要兼职
请通过正规渠道。若是发现被
骗，市民要第一时间报警，并及
时提供对方的信息，为破案提供
线索。

想要免费领榴莲，却被拉入刷单群

刷单诈骗现新套路：吸粉、卖群、再诈骗
慈溪公安侦破一电信网络诈骗案，涉案资金达3800万元

■全媒体记者 叶吟泠
通讯员 冯罗鑫

■全媒体记者 叶吟泠
通讯员 冯罗鑫 孙丹丹

93年出生的罗敏豪是匡堰派出所的责
任区民警，去年，师傅“老励”励金骜退休
后，他挑起师傅卸下的担子，开始更频繁地
走近群众。罗敏豪所在的匡堰派出所是浙江
省枫桥式公安派出所，疫情期间，新时代枫
桥经验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罗敏豪不断
地走访、劝说，将群众工作做得更扎实。因
为出色的工作，群众开始更加认可了这名年
轻的责任区民警，他还被评选为慈溪市战

“疫”先锋个人。
疫情期间，为了当好守护者，罗敏豪每

天巡查5个社区、30余家街边小店，累计劝
退聚集村民500余人，劝导暂停营业麻将室
12家，辖区内涉赌报警数同比下降 70%。
此外，罗敏豪积极做好隔离护送员，安全接
送隔离人员 23名，并做好隔离人员的心理
疏导，平复他们不安的情绪；变身乡村播音
员，通过广播用本地方言把防控措施通告全
镇；做好复工复产护航者，用贴心、暖心服
务让外来务工人员安心、安家，让辖区村民
放心、有信心，并助力推广“居家返岗”模
式，让装配型企业安全快速复产。“年三十
吃完团圆饭后就到单位开始加班，几乎没有
回过家。我姐姐是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疫
情严重期间，也是冲在第一线。空余时，我
们也时常彼此加油打气，嘱托对方要注意身
体。”罗敏豪告诉记者，因为长时间没有回
家，当自己扛着两个大行李箱，移开家门口
的硬隔离时，还被邻居误认为是闯卡可疑人
员。

3月，全市按下复工键，外来务工人员
纷纷返慈，准备开始新一年的工作，但在返
程途中，他们却遇上了困难。3月的一天，
匡堰派出所接到江西籍返慈人员的报警，称
他们手持绿码赶来复工，却卡在了入村的卡
口。作为责任区民警，罗敏豪迅速赶往现
场。

现场两方剑拔弩张，面对村民的阻拦，
返慈人员不理解：我们是老板叫来复工的，
还特意申请了甬行码，持有绿码，为什么不
让我们进？村民们也有自己的担忧：他们到
底是哪里来的？会不会是高风险地区？需不
需要隔离？志愿者、村民们在卡口 24小时
上岗，守了 1个多月，谁都不想功亏一篑。
双方各有各的道理，争执不下。

让返慈人员安心，让村民放心，归根到
底是要寻找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平
衡点，考验的是精密智控的能力。科学管、
合理管，一边是复工复产的主力军，一边是
不能松懈的疫情防控，罗敏豪明白，要让村民们放心，就要拿出
有说服力的信息。

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都推出了扫码查询轨迹，当着
村民的面罗敏豪将返慈人员手机的轨迹进行了查询。一重保障不
够，他还联系驻所同事进行人员轨迹查询，所有的查询结果都显
示，返慈人员并没有没有去过重点区域，只需进行居家隔离。所
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过了村口这关，房东们有了新的担心：彼此就住在对门，若
是返慈人员不遵守居家隔离规定，他们宁愿退钱也不愿续租。在
多番劝说下，一名房东表了态：你们只要每天来，确保他们不出
门，我就愿意租给他们。“行，我保证每天都来。”当下罗敏豪就
做出了承诺。得到承诺后，这批返慈人员顺利入住。

此外，为了让返慈人员能方便、顺利入住，让村民放心地和
返慈人员比邻而居，随即，罗敏豪联系了所有的党员中心户，将

“三个码”推广到了每个村的每个卡口。若是仍有疑问，再联系
驻所同事深入进行大数据、车辆以及人员轨迹的查询，务必做到
让村民们放心。而随着返慈人员的增多，为了遵守承诺，罗敏豪
每天都要走访30户居家隔离人员，每天早上8点从靠近镇中心的
村开始，直到下午5点才能回到所里，处理其他工作。

虽然任务繁重，但群众们的配合让罗敏豪明白，只要付出和
努力，就能得到群众的认同。公安工作是依托于群众的，守护辖
区民众，守护辖区治安，虽然没有刑侦线的轰轰烈烈，但是家长
里短的琐碎更加平凡、真实，也是最鲜活的印记。“我是慈溪青
年，也是人民警察，今后，我将继续扎根在基层，做百姓的知心
人，发扬、创新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群众一起唱响和谐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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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叶吟泠 通讯员 冯罗鑫

慈溪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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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市民的反诈意识，慈溪公安开展花样反诈宣传，为民警开通视频彩铃业务，让群众在通话等待的“黄金时间”里观看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宣传小视频；推出“反诈你最牛”小程序，让群众在答题中了解反诈常识。此外，民警还通过广场宣传、张贴海报、一对一
解答等形式营造全民反诈氛围。 ■摄影 全媒体记者 叶吟泠 通讯员 冯罗鑫

电话彩铃升级成反诈宣传视频彩铃电话彩铃升级成反诈宣传视频彩铃，，通话等待时间学反诈通话等待时间学反诈 市民云刷题市民云刷题，，了解反诈小知识了解反诈小知识

民警在公园开展反诈宣传活动民警在公园开展反诈宣传活动 反诈宣传进商场反诈宣传进商场，，让反诈宣传标识处处可见让反诈宣传标识处处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