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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记“防骗十招” 远离电信网络诈骗
当前电信诈骗多发，警方一直不遗余力地宣传告知，但仍有个别群众一不小心就落入了诈骗分子的陷阱，众多被骗真实案件警示我们，提高防范意识刻不容缓，千万不能让骗子得手。

特点一

电信诈骗的蔓延性

比较大，发展很迅速。

电信诈骗者往往利用人

们趋利避害的心理，通

过编造虚假电话、短信

地毯式给群众发布虚假

信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布范围很广，侵害面很大，所以

造成损失的面也很广。

特点二

诈骗手段翻新速度很快，一开始只是用很少的钱买

一个“土炮”弄一个短信，发展到因特网上的任意显号软

件、显号电台等等，成了一种高智慧型的诈骗。从诈骗借

口来讲，从最原始的中奖诈骗发展到勒索、电话欠费、汽

车退税等等。诈骗者总是能想出五花八门的各式各样的

骗术。就像“你猜猜我是谁”，有的甚至直接汇款诈骗。

骗术不断花样翻新，翻新频率很高，有的时候甚至一两个

月就产生新的骗术。

特点三

团伙作案，反侦查能力非常强。一般采取远程的、非

接触式的诈骗，团伙组织严密，他们采取企业化的运作，

分工很细，有专人负责购买手机，有的专门负责开银行账

户，有的负责拨打电话，有的负责转账，下一道工序不知

道上一道工序的情况。这也给公安机关的打击带来很大

的困难。

特点四

跨国跨境诈骗比较突出。有的人在境内发布虚假信

息骗境外的人，也有的常在境外发布短信到国内骗中国

老百姓，打击难度很大。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电信网

络骗术都与个人信息的泄露有

关。获取信息后，骗子便利用掌

握的信息，通过拨打诈骗电话、

发送诈骗短信等方式与目标对

象建立联系，以各种理由引诱目

标对象上钩。警方提醒广大群

众谨记“防骗十招”，妥善保护好

自己的个人信息，提高风险防骗

意识。

1.陌生电话勿轻信，对方身份要核清。

2.涉钱信息莫轻信，陌生账户不转账。

3.不明电话及时挂，可疑短信不要回。

4.陌生来电要提防，多方确认莫上当。

5.个人信息最重要，密码账号勿泄漏。

6.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被

骗时请及时报案。

7.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不要轻易将钱款转入陌生

人账户。

8.警惕电信网络诈骗，务必保管好个人账户及密

码，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账户信息，不向不明账户转账。

9.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

手机短信，绝不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转账汇款。如

遇资金被骗，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10.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亲友发出的汇款请

求，务必以电话或其他方式核实，加强防范意识，不要

轻易向陌生人账户转账汇款。

据国家反诈中心

防骗谨记“十招”

典型诈骗案件须知

黄某接到自称是360贷款平

台客服电话，询问其是否需要贷

款，其同意后，添加对方的微信

号，对方让其缴纳2000元的保障

金，刷流水 3000 元，激活费用

3111 元，其微信扫描支付给对

方，之后对方让其缴纳 16754 元

的激活费用，这才发现被骗。

1.网络贷款类诈骗

王某在微信转转二手交易

平台上看了一部苹果7Plus手机，

和物主联系后，双方约定2000元

成交，接着对方在微信上给其发

来一个链接，其按照链接提示给

对方支付了2000元，随后发现对

方已将其拉黑。

7.网络交易诈骗

张某接到一个自称是支付宝

客服的电话，说其买的纸尿裤查出

荧光剂超标，要给其返还双倍赔偿

金。根据对方引导，其从支付宝借

呗借款13500元，后以申请没有通

过为由，让其下载小米贷款等APP

注册绑定银行卡，从这些 APP 里

贷款还支付宝的借款，然后提现到

其银行卡里。电话联系中，对方问其要了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其给对方说了

后发现钱被转走。

2.冒充“客服”退款诈骗

骗子冒充以上等相关单位

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告知你

涉嫌洗钱、贩毒、经济犯罪等

等，利用你急于摆脱干系、减少

损失的心理，诱使你将钱款转

入骗子提供的所谓安全账号，

以达到诈骗的目的。

3.冒充“公检法”诈骗

刘某接到一个自称是济源

医保中心的电话，说其涉嫌在

上海市骗保，把电话转接到了

上海市医保中心，对方说有人

用其身份信息在上海办理的社

保卡涉嫌，不配合医保卡就被

冻结，并帮其转接给上海市嘉

定区公安局，对方以保障其支

付宝银行卡等不被冻结为由，

让其把钱全部取出存入一个安全账户，等调查完后再返还。其给对方提供的账

户转账18500元。

4.冒充医保人员诈骗

孙某称自己在家玩游戏

时，看到有人发出售游戏金币

的广告，加上对方好友后对方

发来一个 QQ 号，通过 QQ 报

警人与对方商定交易金额后，

报警人说先给对方转 100 元，

对方把游戏金币发过来之后，

再将剩余的钱转过去，对方同

意后，报警人通过微信给对方发了一个100元的微信红包，发完之后，对方将报

警人删除好友。

5.网络游戏诈骗

顾某报警称收到姐姐的QQ

信息称遇到急事需要用钱，让其

转1000元过后给其转账，其支付

了1000元，之后其给姐姐打电话

才知道姐姐的 QQ 被盗，共被诈

骗1000元。

一公司财务被冒充其公司老

板的骗子拉入 QQ 群聊中，按照

骗子的指令将公司账户内的33万多元合同款转入骗子提供的账号内。

6.冒充熟人、领导诈骗

孙某在微信上和陌生小姐

聊天，对方以交服务费、交通费、

保 证 金 等 理 由 让 其 交 费 3200

元。后被对方拉黑，发现被骗后

报警。

8.虚构特殊服务诈骗

赵某在玩手机时，看到一个

扫码返利的信息，称100元返888

元，200 元返 1888 元，以此类推。

其就添加了对方 QQ 号，共给对

方扫码支付了13214元后发现被

骗。

9.红包数倍返还诈骗

苗某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东阳

影业投资理财平台，其通过扫描

二维码注册了账号。根据APP里

的理财项目充值相对应的现金，

等理财期到后，平台会连本带息

返还。其就在平台上充值，微信

扫描二维码先后支付了 36000

元，后来其再上平台看时发现平

台已关闭。

10.投资理财诈骗

电信诈骗特点

綦江建立“背囊”卫生应急小分队
本报讯（通讯员 刘双

森）日前，区中医院精选 4 名

业务骨干，组建綦江区突发中

毒事件处置小分队，进一步强

化背囊化卫生应急快速反应

小分队标准化建设，提升卫生

应急能力，积极备战重庆市背

囊化卫生应急快速反应小分

队比武竞赛。

据悉，自4月底以来，4名

参赛选手按照相关要求，制定

训练计划，利用业余时间参加

培训，展开日常训练。为确保

能够在市级比赛中取得佳绩，

近段时间小分队更是脱产刻

苦训练。前不久小分队还开

展了野外越野拉练活动。整

个过程中，小分队组织到位、

责任明确、团

结协作、反应

迅速，顺利完

成 了 拉 练 活

动。

“在本次

拉练中，小分

队 经 受 住 了

烈日的考验、

磨 练 了 意 志

品质，展现出

不怕苦、不怕

累 的 中 医 精

神。”区中医

院 相 关 负 责

人表示，通过

本次拉练，加深了队员们对

“卫生应急、团队合作”的认

识，进一步规范了应急处理流

程，有效提高应急队伍的应急

处置能力，为接下来的市级比

赛做好了准备。

打通镇：征兵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吴明浩）“人生最美是军

旅，青春最美是军营。”日前，一堂生动热血的

征兵宣传活动在打通中学开展。

为全面增强学生国防观念，激发广大适龄

青年参军入伍热情，打通镇人武部赴辖区打通

中学开展“国防教育暨征兵政策宣讲进校园”

活动，引导鼓励莘莘学子携笔从戎，参军报国

建功立业。

课堂上，打通镇相关负责人讲解了国防教

育法规知识和征兵相关政策，详细介绍了征集

对象范围、入伍基本条件、报名方式和流程等，

重点解读了大学生入伍享有的一系列优惠政

策，包括保留学籍、国家学费资助、升学考试加

分、入学转专业等同学们普遍关注的事项。

“希望青年学子居安思危，积极携笔从戎，

到军营实现人生价值，书写灿烂无悔的青春篇

章。”打通镇相关负责人激励该校学生，作为

新时代的学子，要牢固树立国防观念，把个人

的成长成才融入到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中，

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参军。

据悉，为广泛宣传征兵工作，提高青年参

军积极性，打通镇面向高中大学生发放征兵宣

传手册500余份，目前辖区大学生报名参军30

余人。

开展野外越野拉练活动。通讯员 刘双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