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骗局曝光台
龙城公安反诈宣传

常州公安常州公安 微声音微声音

2021年8月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芮伟芬 组版:王宏伟 校对:陆颖警方 AA66

我为群众办实事

公安心向党 护航新征程

民警同志：您好！
请问我的车子是外地的，能在

常州检验吗？
秦先生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答复：目前
小微型和中型载客汽车、大型轿车、

载货汽车、挂车、专项作业车已经实现
了全国通检，在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
前三个月内，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全
国任意城市的公安机关机动车管理部
门申请检验。

民警同志：您好！
身份证丢了，可以用临时身份证

参加机动车驾驶证考试吗?
孙女士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答复：可以，但
必须是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办理
各类车驾管业务需要提供有效身份证

明，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
定》（公安部139号令）规定：居民的身
份证明是指居民身份证或临时居民身
份证。

民警同志：您好！
请 问 现 在 驾 考 具 体 有 哪 几 个

项目？
华女士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答复：科目一
考试内容包括:驾车理论基础、道路安
全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等。

科目二考试分为五项：倒车入库、

坡道定点停车与起步、直角转弯、曲线
行驶、侧方位停车。（6月1日起，申请
C2、C5的，科目二取消“坡道定点停
车和起步”项目）

科目三考试共有 16 个考试项
目：上车准备、灯光模拟考试、起步、
直线行驶、加减挡位操作、变更车道、
直行通过路口、路口左转弯、路口右
转弯、通过人行横道线、通过学校区
域、通过公共汽车站、会车、超车、掉
头、靠边停车。

科目四考试其实是科目三的安全
文明常识考试，考量“车德”。

严格查验，守住常州南大门

@平安常州 为进一步加
强新冠疫情交通防控，武进公安
分局交警大队积极参与全省高速
公路疫情查验工作，在全区 6 个
高速出入口做到逢车必查、逢人
必检。

顶风冒雨，守护道路平安

@常州网警巡查执法 受
台风“烟花”影响，7 月 27 日晚，
金坛钱资湖大道有多棵大树被
台风刮倒，尧塘派出所值班民
警巡逻中发现后，立即通知辖
区消防中队及交警中队，大家
一起努力，将阻碍交通的 6 处倒
树清除至路边，确保辖区群众
安全出行。

擒贼追赃，市民感激送锦旗

@平安常州 6月25日，钱先生
家被盗现金1万元。接警后，武进东
安派出所民警积极寻找线索，于7月
21日将涉嫌盗窃的黄某抓获，并将追
缴的赃款归还钱先生。7月27日，钱
先生来到东安派出所，送上一面锦旗。

提高警惕！骗子冒充领导借钱

@常州网警巡查执法 近日，
我市一家企业负责人刘女士收到了一
自称是乡镇领导的加好友申请，她发现
这与反诈宣传中的套路类似，便报了
警。同一天，当地8名企业负责人都收
到了类似的好友申请，“领导”均以个人
私事为由借钱，好在警方宣传到位，8人
均未上当。警方提醒，如遇“领导”添加
好友，一定提高警惕，不要轻易转账。

日前，市公安局武进分局反诈宣
讲团会同武进区前黄镇政府在前黄镇
职工服务中心开展“企业专场”反诈宣
讲，重点对涉及企业资金诈骗案件进
行解读，推动企业职工反诈防诈意识
入脑入心，前黄镇100余名重点企业
负责人等参加了反诈宣讲。

今年以来，武进公安分局按照上
级各项反诈工作部署，结合辖区企业
众多、诈骗数额大、受害影响大等特
点，始终坚持“快破案不如不发案，多
追赃不如不受骗”理念，创新开展“捆
绑式”联动宣传、“地毯式”集中宣传、

“点穴式”靶向宣传等“三招”宣传模
式，深入推进“无诈企业”创建活动，有
效遏制涉企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态
势。今年上半年，全区涉企电信网络
诈骗发案同比下降36%。

“捆绑式”联动宣传，提
升反诈紧迫感

今年以来，武进公安分局按照“三
个务必”要求，对全区81家星级以上
企业，全部落实“一企一警”反诈责任
捆绑制度，由责任民警与企业负责人、
财会人员逐一签署《单位财务人员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提示告知书》，落实企
业防诈主体责任，并在单位负责人和
财务人员电脑显示器醒目位置张贴警
示贴。今年上半年，已签订告知书
965份，开展反诈集中宣讲23场次，
宣教企业960余家。

与此同时，搭建81个涉企反诈联
盟微信群，定期推送“反诈”资讯、通报
发案情况、提供防范建议，阻断受害人
与诈骗人员的信任连结。工作中，要
求企业财会人员对发现的疑似诈骗电
话、邮箱、QQ号码、微信号码，及时提
交互动平台，由社区警务室核查，并在
交流群发布预警防范，实现双向互通、
防范升级。今年以来，已推送预警案
情咨询43条。

针对劳动密集型、高新技术等不
同类别企业，责任民警根据武进分局
总体要求，分类制订宣传工作方案，精
心设计宣传内容，综合采取上门宣讲、
发放资料、发送短信等方式，形成覆盖

多年龄层、多职业工种的宣传矩阵，真正
让反诈宣传入脑入心。

“地毯式”集中宣传，提升
反诈密集度

武进公安分局对多发性、代表性的
诈骗发案类型进行收集整理、筛选后做
成小视频、图文等宣传文案，号召全局民
警和辅警充分利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
工作短信平台以及各种工作群进行转发
动员宣传，形成“一传十，十传百”的宣传
效应。今年以来，共发送反诈公益短信
23万余条，制作反诈小视频23个，制作
案例式反诈警讯19期，通过微信、微警
务、公众号等渠道广泛推送传播，阅读、
观看量达到 20 余万人次，转发量达
1500余次。

与此同时，联合研发园、软件园、

产业园等物业单位，利用企业集中区、
高新园区LED显示屏、宣传栏、楼道、
电梯等部位张贴海报，并在企业主要
负责人和财会人员办公区域张贴防诈
提示小贴纸，真正让反诈宣传“无孔不
入”，有效提升企业内部人员的防范敏
感性和辨识力。今年以来，共发放宣
传手册1.2万余份，悬挂宣传横幅680
余幅，张贴警示海报 6300 余份，投放
广告102处。

此外，武进公安分局结合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发动
社区民警深入企业，利用警民恳谈、问卷
调查等形式宣传反诈常识，为员工答疑
解惑反诈问题322条，帮助企业制订“个
性化”防诈方案堵塞薄弱环节46处。针
对企业员工受骗案件多发实际，落实企
业集中区、高新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进
驻镇（街道）反诈专班，进一步加强对企

联络指导，夯实企业反诈宣传阵地。

“点穴式”靶向宣传，提升
反诈精准度

为实现精准研判预警，武进公安分
局成立精准预警劝阻工作专班，对近年
来发案、受害人员以及上级下发的高危
人员开展深度研判，全面分析涉企诈骗
类型、手段、人员等特征，共梳理“易受诈
人员”群体237名，依托“反诈中心——
情报指挥中心——派出所”研判、指令、
处警三级联动，刚性落实7×24小时跟
踪劝阻制度，确保预警劝阻快速处置。

同时，武进公安分局将梳理出的易
受诈人群名单按照辖区逐级分流至派出
所责任民警，根据此类人员被诈骗方式
等特点规律，分别编辑反诈26篇文案和
6个宣传小视频，由责任民警以电话提
醒、见面宣传、发提示函、发送微信等方
式，开展“点对点”精准提醒。今年以来，
10 万元以上涉企电诈案件同比下降
13%，其中冒充企业主诈骗案件实现零
发案。

针对辖区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由受理案件的派出所第一时间对受
害人进行第一轮回访，将此类人员列为
易受诈人群重点关注，反复宣教、高频
提醒，防止再次受诈受损，同时将反诈
宣传辐射到受害人的亲友、邻居、同事
等，起到“受害一人、警示一片”的效
果。针对社区民警宣讲质效，由分局人
口管理大队对受害人开展第二轮回访
提醒，梳理汇总宣传薄弱环节，落实每周
通报整改。 王军

全区上半年涉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同比下降36%

武进：“三招”创建“无诈企业”

据市反诈骗中心统计，上周我
市警方共接报电信网络诈骗警情
323起，同比下降31.7%，环比下降
11.3%。反诈骗中心预警拦截境外
语音诈骗电话14434起，冻结资金
1196万余元。

梳理上周的案件类型，从数量
上来看，以下6类诈骗手段发案数
量居前六位，分别是虚假博彩类诈
骗52起，冒充领导（熟人）类诈骗
38起，兼职刷单类诈骗37起，网络
贷款类诈骗28起，投资理财类诈骗
22起，虚假购物类诈骗22起。

解冻费、认证费，都是骗
子在收钱

网络贷款高效、便捷，骗子抓
住这一点，利用虚假的贷款 APP，
诱骗受害人转账“认证金、解冻
金”等。警方提醒，急需资金务必
警惕贷款诈骗，放款前先收费的
都是骗局。

【典型案例】
7月25日，市反诈骗中心接市

民文先生（化名）报警，称接到陌生
电话“0768***3117”，对方自称贷
款公司客服，可以提供低息免押贷
款。因正急需用钱，文先生便加了
对方微信继续沟通，其后扫客服提
供的二维码下载“招联金融”APP，
填写个人信息和账户信息。提交信
息后，APP提醒银行卡异常，经核
对发现，APP上显示的账号确实错
了一位数。此时，客服称可以帮他
对接“银监会”，还出具了一份像模
像样的文书。文先生信以为真，在
客服的指示下向“对接账户”转了
1.2万元“认证解冻资金”。

随后，文先生发现贷款已发放
到APP的“钱包”账户。然而，骗子
却称他是高风险客户，账户被冻结
了，还要支付解冻金、保证金，文先
生这才意识到被骗。

【手段分析】
骗子冒充贷款公司客服，在一

系列虚假的贷款操作后，假贷款
APP显示文先生银行卡号输错，其
实这是骗子设计的陷阱。受害人
填写的个人信息并没有出错，是骗
子操纵后台故意修改成错的，目的
是让受害人支付修改账号的费
用。客服利用假冒的“银监会”文
书，进一步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并
修改APP后台“钱包”的数据，让
受害人以为贷款已到账，从而继续
行骗。

【警方提示】
广大市民要理性消费，谨慎贷

款。凡是“不要求资质”，但贷款前
要先交钱的，都是诈骗！不要轻信
推销贷款的陌生电话，更不要扫二
维码下载陌生APP操作借贷。在
网贷过程中，如果遇到“银行卡异
常”“银监会对接账户”“认证解冻资
金”等说辞，一定要想到这就是警方
反复强调的诈骗套路。

取消会员需验资？骗子
下的套

网店、商城推出了自己的会员
制度，这也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
机。近日，市民朱某收到被误开会
员的信息，每月要被无故扣款 500
元，为关闭会员，朱某按照客服指令
操作，被骗3.5万余元。

【典型案例】
7 月 25 日，钟楼市民朱某报

警，称接到一个0026开头的陌生电
话，对方自称是天猫客服，因工作人
员操作失误帮他开通了天猫商城铂
金会员，需要其按要求操作取消，否
则每月将扣款500元。

朱某一听就急了，当即要求取
消。客服热情帮忙，帮他转接了“银
行总部”的工作人员，对方以需要验
资为由，让他通过网银向指定账户
转账3.5万元。因发现资金无法退
回，朱某才意识到被骗。

【手段分析】
不法分子冒充天猫客服，以操

作失误为由，将受害人列为“会员”，
谎称每月要扣会费，可以帮忙联系
银行取消。一旦受害人轻信，后续
的骗术环环相扣，一些警惕性不高
的人容易上当。

【警方提示】
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短

信，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网站链接。
接到自称电商客服的电话要高度警
惕，不要理会任何说辞的转账、汇
款。如确有疑问，可以通过官网查询
或拨打官方客服电话。 顾梦莹

建议您在各大官方应用商城搜
索“国家反诈中心”APP并下载注册，
开启全方位防骗预警。“国家反诈中
心”APP是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组织
开发的国家级反诈、防骗、预警系统，
具备诈骗举报、诈骗预警、风险查询
等功能，还有丰富的防诈骗知识。通
过学习里面的知识可提高防骗能力，
避免上当，还能查询可疑IP网址、可
疑QQ、可疑微信号。

快速网贷？小心跌入陷阱

从帮四川眉山一对夫妇找到丢
失33年的儿子，到7月27日傍晚帮
助来常打工的湖北夫妇周水新、刘容
保和走失17年的儿子相认，今年我
市警方在“团圆”行动中已经成功寻
亲20例。

“我们参加行动的民警始终坚信，
每一次的‘战果’，都意味着‘一家团
聚’，大家竭尽全力，就是希望助力更
多的家庭早日团圆。”市公安局刑警支
队支队长曹雷如是说。

据了解，公安部今年部署开展
“团圆”行动，该行动主要是侦破拐卖
儿童积案、缉捕拐卖儿童犯罪嫌疑
人、查找失踪被拐儿童，帮助更多离
散家庭实现团圆。行动开展后，市公
安局第一时间部署工作，刑警支队成
立领导小组，组织相关职能大队成立
工作专班，出台工作方案，支队领导
定期带队赴基层开展专项督导，及时
协调解决问题困难。各辖市、区公安
局、分局组建工作专班，确保专项行
动走深走实。

今年5月，我市公布了“团圆”行
动中全市7个免费血样采集点，希望
寻亲者就近前往采血，补充完善寻亲
信息。与此同时，刑警支队对采集的
生物信息展开海量的比对工作。

刑警支队三大队技术员马骏主要
负责寻亲人员的技术比对工作，每一
次发现线索后都加班加点，力争第一
时间比对出结果。到现在，他还记得
第一例寻亲人员比对上时，大家兴
奋激动、互相加油鼓劲的情景。“想
到这对父母，马上就要见到丢失33
年的儿子，大家由衷地为他们高
兴。”马骏说，从成功比对第一例到现
在的20例，“每次比对成功，大家还
是一样兴奋激动。”比对成功后，刑警
支队一大队教导员卞华泽牵头负责
联系寻亲双方，对接后续的认亲工
作。“这些父母、孩子几年甚至几十年

没见了，尤其是其中一些走失或者被拐
的孩子，他们早已习惯在新的家庭中生
活，突然得知自己的身世，一时肯定无
法接受。”在卞华泽看来，如果双方决定
认亲，其中就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相
认的地点、方式，有谁陪同，每一个细节
都要考虑到。”

7月3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会同新
闻宣传中心，在溧阳社渚举行了认亲仪
式，来自河北邯郸的寻亲人员张书红，与

失散44年的父亲王水保、母亲吴灵芳相
认，场面热烈感人，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
应和社会效应。“这一家人的认亲就很圆
满，张书红在家住了几天后返回邯郸，打
算过年时带着孩子们去溧阳见见外公外
婆。”卞华泽说。

目前，我市警方将继续加大行动力
度，组织协调传统媒体、网络平台，宣传

“团圆”行动的工作成效，滚动播放专题
公益广告，希望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向公

安机关提供线索，积极协助公安机关严
打拐卖儿童犯罪，进一步形成全民“打
拐”、全社会“反拐”的浓厚氛围。

顾燕

截至目前成功寻亲20例

常州警方积极投入公安部“团圆”行动——

每一次“战果”，都意味着“一家团聚”

图为离散17年的一家相认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