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抓获犯罪嫌疑人1900余名

缴获信息230余亿条

清理违法有害信息35.2万余条

关停网站、栏目610余个

全国公安机关
已累计查破刑事案件750余起

今年4月至7月收到过“冒充公安、卫生局、社保局等公共机构
进行电话诈骗”的诈骗信息

近一年的时间
国内6.88亿网民因垃圾

短信、诈骗信息、个人信息泄露
等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5555％％
全国

网民

亿元915

全省公安机关共发起
接警止付请求1274条
成功止付995条

电信诈骗案件接警止付平台
运行以来至6月30日

全省共抓获各类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其中本地查处

协助外省抓获

名142

54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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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30日讯 （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林玥）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
合法权益，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
感。记者今天从省检察院获悉，去
年10月，国务院成立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

议，部署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海南检方对
此高度重视，迅速行动，重拳出击，
依法稳妥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
件，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
蔓延势头。

“电信网络诈骗侵害的群体具

有很广泛的特点，而且是非特定
的。由于犯罪分子善于抓住一些公
众心理，精心设局，步步设套，诈骗
手法不断翻新，使人防不胜防，波及
面很宽、社会影响很恶劣。”省检察
院办案人员介绍。

“此外，还有一些诈骗是针对

性比较强的。比如像汽车退税诈
骗，不法分子从非法渠道购买到
车主的资料，受骗的主要是一些
有车族。”该办案人员指出，不法
分子往往选择白天拨打电话，白
天年轻人都上班了，家里老年人
比较多，不法分子抓住老年人资

讯渠道比较闭塞，容易受骗的情
况实施作案。

“目前，电信诈骗犯罪愈演愈
烈，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
犯罪问题。自去年11月至今年6
月底，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62件 119

人，其中已起诉22件33人。”省检
察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省各级
检察院已加强与当地公安机关、
金融、电信主管部门的工作衔
接，形成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合力。

电信网络诈骗手法不断翻新，令人防不胜防；我省重拳出击，8个月批捕119人

电信网络诈骗伎俩大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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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支招：

防骗常识你要懂

1

海南电信诈骗
典型案例

发布电视节目中奖虚假信息

2013年1月始，被告人叶文斯伙同他人利
用互联网以发布虚假中奖信息的方式实施诈
骗，叶文斯负责在互联网上编辑、维护诈骗网
站，并负责联络发布信息的人发布虚假中奖短
信给手机用户，其他人负责接听电话等其他工
作，骗得人民币47370元。

基本案情

法院认为，被告人叶文斯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利用互联网进行诈骗，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
成诈骗罪。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叶文斯有
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裁判结果

2 发布虚假提高信用卡额度信息

2015年6月29日至8月12日间，陈敏琦伙
同他人以提升信用卡额度为由，通过易信通平
台向建行持卡人发送虚假的提高额度信息，冒
充银行工作人员，骗取信用卡卡号、有效期及
短信验证码，利用以上信息在赌博网站、游戏
充值网站消费，再联系他人将该消费变现，诈
骗人民币27800元。

基本案情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陈敏琦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
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信
用卡诈骗罪。据此，判处陈敏琦有期徒刑二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3 开设虚假机票网站

2014年7月起，被告人羊大记伙同他人开
设虚假的代购机票网站“航空票务”，以实施网
络诈骗。当被害人上网搜索到虚假的代购机
票网站，并拨打电话4008928000 联系时，即以

“代购机票机器故障”或“票号不对，未办理成
功”等为由，诱骗被害人到自动取款机进行操
作，转账汇款至被告人指定的账号，羊大记负
责取款，骗得金额49573元。

基本案情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羊大记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伙同他人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通过互联网
骗取被害人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
骗罪。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羊大记有期
徒刑一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骗
1 电信、银行、公安系统的电

话各自有自己的平台。骗子说
你的账号涉及洗钱或者你的账
号不安全，我要给你转到一个安
全的账号，你要不信我给你转到
公安局，转到银行，实际上不可
能，因为各自是不同的系统、不
同的平台，是不可能直接转过去
的，所以千万不要相信他。

冒
充
机
关
单
位
诈
骗

冒充公检法电话诈骗 医保社保诈骗

犯罪分子冒充民政、残联等单位工
作人员，向残疾人员、困难群众、学生家
长谎称可以领取补助金、救助金、助学
金，以资金到账查询为由，指令其在自动
取款机上进入英文界面操作，将钱转走。

补助、救助、助学金诈骗

包裹藏毒诈骗 刷卡消费诈骗

犯罪分子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拨
打受害人电话，以事主身份信息被盗用
涉嫌洗钱等犯罪为由，要求将其资金转
入国家账户配合调查。

犯罪分子冒充社保、医保中心工
作人员，谎称受害人医保、社保出现异
常，可能被他人冒用、透支等犯罪，之后
冒充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诱骗受害人向
所谓的“安全账户”汇款实施诈骗。

冒
充
正
规
商
家
诈
骗

微信假冒代购诈骗
犯罪分子在微信朋友圈假冒正规

微商，以优惠、打折、海外代购等为诱
饵，待买家付款后，又以“商品被海关扣
下，要加缴关税”等为由要求加付款项，
一旦获取购货款则失去联系。

微信点赞诈骗
犯罪分子冒充商家发布“点赞有

奖”信息，要求参与者将姓名、电话等个
人资料发至微信平台，一旦商家套取完
足够的个人信息后，即以“手续费”、“公
证费”、“保证金”等形式实施诈骗。

二维码诈骗
犯罪分子以降价、奖励为诱饵，要

求受害人扫描二维码加入会员，实则
附带木马病毒。一旦扫描安装，木马
就会盗取受害人的银行账号、密码等
个人隐私信息。

退款诈骗 网络购物诈骗 订票诈骗 机票改签诈骗快递签收诈骗

2 没有任何单位设置这种安
全账号。所谓的安全账号百分
之百都是骗子设置的。安全账
号是哪个账号呢？是自己的账
号才是安全的，自己保密的账号
才是安全的账号。所以公检法
执法期间要向老百姓了解情况
的时候会当面询问当事人，会制
作一些相关的谈话笔录，不会电
话要求你把银行账号、密码告诉
我，公安机关绝对不会这么做，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

3 税务部门、财政部门对消费
者进行退税的时候都会通过电
信、报纸等权威部门公告，比如
机动车限行要退养路费都会在
报纸、电视上做公开宣传，绝对
不会打一个电话说我要退你的
钱，这些都是骗人的。

如果电话欠费，电信公司就
会发一些欠费追缴单，也不会人
工拨打电话。

多看新闻，了解诈骗新伎俩
凡是涉及自己账户和密码

的事情一定要冷静多想一想，建
议大家平时多通过媒体接触一
些社会信息，因为是信息社会，
时代发展很快，信息闭塞就容易
上当受骗。所以一定要多掌握
一些信息，公安机关、媒体都会
不时地发布一些防骗技巧，会根
据诈骗犯罪花样不断翻新，破案
以后就会把它总结出来，及时发
布这些信息提醒老百姓。只要
你及时看看报纸、电视，就能提
高自己防骗意识。

微信发布虚假爱心传递诈骗
犯罪分子将虚构的寻人、扶困帖

子以“爱心传递”方式发布在朋友圈
里，引起善良网民转发，实则帖内所
留联系方式绝大多数为外地号码，打
过去不是吸费电话就是电信诈骗。

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向广大群众
发送网银升级、10086移动商城兑换现
金的虚假链接，一旦受害人点击后便在
其手机上植入获取银行账号、密码和手
机号的木马，从而进一步实施犯罪。

伪基站诈骗
犯罪分子以某某证券公司名义通

过互联网、电话、短信等方式散布虚假个
股内幕信息及走势，获取事主信任后，又
引导其在自身的搭建虚假交易平台上
购买期货、现货，从而骗取事主资金。

金融交易诈骗

购物退税诈骗 办理信用卡诈骗 兑换积分诈骗 提供考题诈骗 高薪招聘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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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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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朋
友
诈
骗 QQ冒充好友诈骗

QQ冒充公司老总诈骗冒充房东短信诈骗 冒充公司老总诈骗财务人员

“猜猜我是谁”诈骗

犯罪分子通过搜索财务人员QQ
群，以“会计资格考试大纲文件”等为
诱饵发送木马病毒，盗取财务人员使
用的QQ号码，并分析研判出财务人
员老板的QQ号码，再冒充公司老板
向财务人员发送转账汇款指令。

犯罪分子通过技术手段获取公
司内部人员架构情况，复制公司老总
微信昵称和头像图片，伪装成公司老
总添加财务人员微信实施诈骗。

犯罪分子冒充房东群发短信，称
房东银行卡已换，要求将租金打入其
他指定账户内，部分租客信以为真将
租金转出方知受骗。

我省4类常见骗局，别上当

建议

2016年4月1日文昌市公安局东郊派出所
成功止付资金8万元

5月28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陵城派出所

全省共破获各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同比上升

4848%%
2016年上半年

7878..11%%
止付成功率

起235

成功止付资金5万元

686名

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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