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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理财、刷单、注销校园
贷⋯⋯近期，各种通讯网络诈
骗警情有所抬头，受害人损失
惨重。本报记者走进市反诈骗
中心，零距离探访反诈民警、接
警员的工作，了解多发警情以
及防骗秘笈，为您揭秘骗子的
伎俩，希望大家不被迷惑。

案情
校园贷诈骗今年

已发 12 起，最多的被
骗46万元

“除了投资理财、刷单这
样的老骗局，最近利用校园贷
进行诈骗的警情也很多，而且
迷惑性极强，案值大。”1 月 11
日下午 5 点钟，市反诈骗中心
民警秦瑶对记者说。下午5点
15 分，“平安常州”微信公众号
推送了相关信息，提醒市民关
注“注销校园贷”类诈骗，并配
发了相关案例。提醒推送仅
两个小时后，市反诈骗中心再
次接到了相关警情，一男子被
骗5万多元。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 1 月
1 日到 1 月 11 日，注销校园贷
类的诈骗已经发生了12起，案
值最大的达到 12 万元。而这
类诈骗的目标对象，主要是毕
业两年左右的大学生。骗子
首先报出受害人的详细信息以
取得受害者信任，然后询问大

学时是否办理过校园贷，如果
受害人称没有办理过，骗子就
忽悠说信息被人冒用了，不取
消贷款记录就会影响征信。“刚
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等各方
面的压力较大，听到影响自己
的征信就吓坏了，哪怕自己没
有存款，也会在各个贷款平台
贷款，按照骗子的要求转账。”
秦瑶说。

在 1 月 1 日发生的注销校
园贷诈骗案件中，受害人通过
各个平台贷款然后转账，最终
被骗了46万元。

揭秘
骗子通过共享屏

幕，监视受害人的一举
一动

在这12起案件中，市反诈
骗中心还发现了一个新情况，骗
子忽悠受害人下载“腾讯会议”
App，然 后 和 受 害 人 共 享 屏
幕。虽然“共享屏幕”无法操作
受害人的电脑，但受害人电脑上
的一举一动，骗子都一清二楚。

“骗子要求受害人查看各
个贷款平台，当受害人打开各
个贷款平台时，他们通过‘共
享屏幕’指示受害人按照要求
操作。其实，就是让受害人将
贷款平台里的钱拿出来，然后
以各种理由骗走。”市反诈骗
中心民警任杨诚说，受害人急

于消除贷款记录，就会对骗子
言听计从。

任杨诚提醒，凡是自称贷
款平台客服的来电，提到“在
校期间贷款记录”“影响个人
征信”“注销贷款账户”的关键
字，均为诈骗，查询个人征信
要通过官方渠道。

目击
陷入骗局的受害

人，总是抱有各种“幻
想”

1 月 12 日早晨，记者再次
来到市反诈中心，此时，接警
员们依然忙碌不已，已经接到
了投资理财、刷单等诈骗警
情，而且案值都不小。8 点，一
位受害人打进电话报警，称刷
单时被人骗了。

“受害人 1 月 11 日通过一
社交平台认识骗子，然后开始
刷单，还提现了几十元，之后
连着刷了很多单，一共被骗了
17 万元。”一位接警员告诉记
者，陷入骗局的受害人，骗子
说什么都会听，“报警后二次
上当的也不在少数，总以为只
要一次是真的，就能回本。”

12日上午10点，又一名女
性受害人打进电话，称自己被
一名“美国大兵”骗了几十万
元。在二十多分钟的耐心沟通
中，接警员得知，该女子去年在
外地报过一次警，虽然当地警
方多次提醒，但她后来又选择
相信骗子，再次汇款。“对方说
自己是‘美国大兵’，去叙利亚
打过仗，有一大笔财物要寄给
她，要她保存。然后，就编造各
种身份，以各种理由让她汇
款。她总是抱有幻想，觉得对
方 不 会 一 直 骗 她, 结 果 损 失
越来越大。”接警员说。

汪磊 顾燕 图文报道

近期通讯网络诈骗警情有所抬头，记者走进市反诈中心，揭秘多种骗术

骗子用“屏幕共享”，监视你的一举一动

本报讯 1月11日深夜，在中
吴大道 232 省道路口，一名外卖
小哥被卡车撞倒后被卷入车底。
危急时刻，近20位热心市民从四
面八方跑来，和接警赶到的消防
员们一起，仅用时 5 分钟就将他
救出，幸运的是小哥仅腿部受轻
伤，并无生命危险。

当晚 10 时 50 分左右，外卖
小哥小刘（化姓）骑车行驶至经开
区中吴大道 232 省道路口时，与
一辆红色货车发生碰撞。货车驾
驶员见状，赶忙下车查看，发现小
刘被卷入车底，随后，他立马招唤
过往人员帮忙对外卖小哥施救。
听到有人被压车底，路过的出租
车司机、正在送餐的外卖小哥以
及走在路上的行人，都急忙跑过
来救人。短短 2 分钟内，货车旁
就集结了近20名热心群众，大家
招呼着动手救人：“还好，人没有
受重伤，快拿些砖块来，放到车轮
下，先把车固定住。”

5 分钟后，戚月路消防救援

站的消防员也赶到了现场。指挥
员立即上前询问情况，得知小刘
有一条腿被卡，动弹不得。初步
勘查后，指挥员决定让大货车往
前开一点，让小刘把腿抽出。同
时，安排一名消防员钻到车底观
察，防止车辆底盘伤到小刘。

在众人的协同指挥下，大车
慢慢地往前挪动一点距离后，小
刘的脚终于顺利抽出。众人立
即取来担架，趴在地上，小心翼
翼地将担架垫到小刘身下，慢慢
将他从车底拖出。仅用时 5 分
钟 ，小 刘 就 被 众 人 救 出 ，抬 上
120 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进一
步检查。

“这么多人及时伸出援手，让
我很感动。”事后，小刘告诉消防
员，自己当时跟大货车是同方向
行驶，突然就被撞倒了，紧接着就
被卷到了车底。那一瞬间有些绝
望，但没想到一下子来了这么多
热心人，迅速获救。

（龚励 肖轩 图文报道）

仅5分钟，伤者就被消防员和热心市民救出

外卖小哥被卷车底
一声救人引来近20名市民

本报讯 市司法局昨天公布
了常州市 2019-2020 年度“以案
释法”精品案例、“以案释法”优秀
案例各 20 件。它们将成为司法
工作通过“以案释法”进行普法教
育的重要素材。

据悉，这些案例都是 2019 年
11 月份以来，发生在我市群众关
注度较高、具有较强社会代表性
和教育警示意义、已依法办结的
诉讼类和非诉类案件。

案源征集活动获得了积极响
应，共收到案例 145 个。案例内
容涉及违反国家安全法、反间谍
法、网络安全法等国家安全类，生
态环保、食品药品安全以及高空
抛物、危险驾驶、毒品、枪爆等公
共权益类案件；交通安全、医疗纠

纷、劳动保护、婚姻家庭、校园侵
害等人身权益类案件；知识产权
保护、民间借贷、征地拆迁、打击
通讯网络诈骗、预防非法集资、农
资农机权益保护等财产权益类案
件。

下一步，市法宣办、市司法局
将推出“以案释法”的好案例宣传
专题联动活动，开展典型案例汇
编和“以案释法”志愿服务，将案
例汇编材料发送给全市各村、小
区的法制书屋，放大好案例的社
会效用，部署“以案释法基层行”

“百案宣讲”活动。通过充分运用
这些热点案（事）例普法，切实把
热点案（事）例依法处理过程变成
全民普法公开课。

（张扬 王淑君）

将作为“以案释法”的重要素材

司法局评出一批精品、优秀案例

在市反诈中心，民警告诉
记者，他们对于部分受害人曾
经做过回访，发现其中很多人，
不论在线上还是线下，都曾看
到过警方的反诈提醒，“但案件
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把这
些提醒抛在脑后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呢？记者就此咨询了常州市
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朱坚，她
从两方面来分析受害人为何
不自觉地屏蔽反诈提醒。首
先，虽然警方的防范提醒呈现
出“密集轰炸”的态势，但很多
人看过后并没有“入脑入心”。

“因为警方提供的案例，

并不是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
或者他们身边，所以即便被骗
金额再大，看过最多感叹一
下，当做饭后谈资。”朱坚说，
她关注到有些基层公安民警
在辖区公布一些发生在老百
姓身边的案例，“这是一个很
好的方式，但效果还有待检
验。还是那句话，只要案件不
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很多市民
就不会真正去关注。”

另一方面，现在的通讯网
络诈骗花样不断翻新，每一类
都有针对性，有些骗子甚至掌
握了受害人的精准信息，降低
了受害人的心理防备。“骗子

对受害人的心理研究很透，毫
不夸张地说，他们都是‘心理
专家’。”朱坚说，“反之，受害
人戒备不足，很容易陷入圈
套。”

关于反诈的方式，朱坚表
示，还是必须不断地重复地提
醒，“警方、媒体密集宣传防
范，虽依然有人上当，但是如
果大家都不去宣传，那上当的
人可能更多。一次预警、一篇
报道，哪怕只有一人看到避免
了上当，都是成功的。同时，
反诈也需要大家一起来参与，
从自己做起，从劝阻身边的亲
朋好友做起。” 汪磊

尽管常被“听众”屏蔽，但反诈宣传还是非常有必要。心理专家说——

一次哪怕只点醒了一个人，也是成功

一名消防员钻到车底进行观察，配合众人实施救援。

民警和接警员耐心处置一起电诈警情

警方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