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广大市民提高警惕，假如看到印着你的名字、贴着你的照片、写着你罪行、盖着高检大红章、要求你保密、又逼着你转账的通缉令，不要恐慌，这些全是假的

公检法在办理案件时，会秉持书面和当面的原则对案件进行办理，不会引导事主使用银行终端进行操作，更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

接到可疑电话不要向对方透漏任何个人信息和盲目汇款，应迅速到就近的派出所报案，或者拨打110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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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口“双创”75

■ 本报记者 良子

近日，海口市公安局网警支队在
工作中发现一个保存有一万多份“通
缉令”“逮捕令”等假冒检察院或法院
的法律文书的网站，据统计，我省有
13人上了该网站的“通缉令”。在这
13人当中，已有两人分别被诈骗74
万元及9.2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我省从去年6月
至12月，发生冒充公检法诈骗案45
起，涉案金额882万元，止付冻结400
余万元。那么，受害人是如何上了假
高检的通缉令的，冒充假高检的网站
又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海南警方
以真案实例为群众讲解骗子诈骗全
过程。

我省13人上“通缉令”
一人被骗74万元

2016年11月18日，海口的孟女
士接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
电话，称其为犯罪团伙何家财提供
账户作为洗钱，其涉嫌诈骗，并发给
孟女士一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检察院大红章的通缉令，看
到自己的姓名、相片及身份证号码
都印在了通缉令上，孟女士很害

怕。为了洗清自己，孟女士按照“检
察官”的要求，在电脑上输入银行卡
账号、密码并插入网银U盾以“验证
财务状况”，当孟女士点击8次U盾
的ok键后发现该银行卡内的74万
元被骗子转走了。

2016年11月15日，冒充浙江省
台州市公安局的骗子以涉嫌拐卖儿童
罪给海口的吕先生发来一张假高检的
通缉令，吕先生被骗195.6万元，后被
警方成功止付。

近日，海口市公安局网警支队
在工作中发现一个假冒检察院或
法院的法律文书的网站，我省有13
人上了“通缉令”。在这13人当中，
海口的孟女士及临高王先生已经
分别被诈骗74万元及9.2万元。其
余 11名分别是五指山、万宁、琼海
等地的群众。目前，省公安厅刑警
总队已经通知相关市县公安局，让
公安局联系到这些群众，让他们提
高警惕。

“通缉令”是如何炮制的？

记者在警方提供的骗子制作的假
法律文书里看到，所谓的“通缉令”“逮
捕令”“冻结管制令”“专案特案特发布
通缉令”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记者

发现在假通缉令上，几十名被“通缉”
的人所涉嫌犯罪内容都是一样的，即

“疑似协助犯罪团伙何家财提供账户
洗钱”。

受害人是如何上了假高检的“通
缉令”呢？据海口市公安局网警支队
政委廖绪德介绍，犯罪分子已经事先
掌握了受害人的信息，这包括受害人
的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
码、籍贯、工作单位及家庭住址等。
有了受害人信息，骗子制作通缉令就
非常容易了，在我们看到所有的假冒
公检法的“通缉令”上，受害人所犯的
罪行都是提前写好的、只需要将受害
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及受害人身份
证上的照片贴上去，这张“通缉令”就
制作好了。

那非常逼真的假“最高人民检察
院网站”又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
廖绪德介绍，有人专门编写假网站
代码，并租用服务器（一般都是境外
服务器），购买网址，然后提供给诈
骗团伙使用。诈骗团伙可以把制作
好的假通缉令或其他假法律文书上
传到假网站上，在诈骗过程中给受
害人提供网址，让受害人访问假网
站就可以看到自己的“通缉令”之类
的假法律文书。

廖绪德介绍，假网站的弊端就是

暴露快，所以现在诈骗团伙有时直接
把假“通缉令”通过微信、QQ或者邮
箱等方式传给受害人。

骗子轮番上阵
情节环环相扣

据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冒充公检法诈骗已形成了
购买个人信息、群发诈骗短信、编写诈
骗剧本、电话沟通、音效制作及ATM
取现等组织健全、步骤明确的专业化
犯罪团伙。

该负责人介绍，骗子之所以能诈
骗成功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这些

“警官”“检察官”轮番上阵，通过诱骗、
恐吓、威胁等手段，要求受害人向指定
安全账户转账汇款，这种环环相扣的
做法让受害人处于高度惊恐状态；二
是受害人的电话被骗子控制，加上被
通缉令上的“严重警告”此案为最高机
密不能私自外传的说法所吓，极度恐
惧的受害人孤立无援，相信只有对方
能为自己洗清罪名。

“冒充公检法诈骗社会危害极大，
受害人一旦被骗，所有积蓄往往被席
卷一空。”该负责人介绍，公安机关一
直以来对此严厉打击。

（本报海口1月9日讯）

本报海口1月9日讯 （记者叶
媛媛 特约记者袁迎蕾）今天上午，一
张张分别写着海南、广西、广东等省
份1月23日至2月17日天气预报的
图片在朋友圈疯传，引起市民广泛关
注。根据这些图片上的“预报”，我省
今年将迎来史上最寒冷春节。而记
者今日向省气象部门了解到，这种说
法并不科学，希望市民不要恐慌。

据省气象部门介绍，这种谣言已不
是第一次在网络上疯传，气象部门之前
也进行过多次辟谣。细看这些图片上
的每日天气就可以发现，这些信息并非
海南省气象部门发布。而且，翻看去年
被传播的信息也可发现，上面显示的
2016年1月23日到2月8日和2017
年同期天气一模一样，同年预报的广
东、广西、海南等省份同一天的温度、天
气也一模一样。从这些角度都可以轻
易地发现这份“预报”存在漏洞。

那么，市民如何鉴定一份天气预
报的真伪性？省气象部门介绍，气象

预报包括三个要素：气象台名称、发
布时间以及预报内容，根据《气象预
报发布与传播管理办法》，只有气象
台才可以对外发布天气预报。如果
预报的天气内容并不是某气象台发
布，那基本可以断定为谣言。其次，
因为天气具有不稳定性，省气象台制
作的天气预报最长预报天数为7天，
并不存在一次预报20多天的情况。
市民也可以通过这个特征分辨预报
是否为谣言。

就市民关心的“海南省史上最冷
的一天为何时”这一问题，省气象部

门也给出了答案。根据省气候中心
统计，自1951年（有气象资料以来）
到2016年的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七期
间，海南省各市县中历史最低温出现
在1963年1月25日（大年初一）的白
沙，为0.3℃，这一天，全省有12个市
县达到有资料记载的历史最低温，其
中有9个市县最低气温在5℃以下。

气象部门提醒，根据2015年5月
1日起实行的《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管
理办法》规定，除气象台外，其他任何
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社会发布气象
预报，违者最高处以5万元以下罚款。

海南将迎来“最冷春节”？
省气象部门：纯属谣言！

本报海口1月9日讯 （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符晓虹 翁小芳）省气
象台预计，本周前期冷空气势力较
弱；后期受中等强度冷空气影响，全
省将出现明显降温和海上大风天
气。另外，11日～13日，南海南部
海面有热带气旋活动，但对我省陆
地和近海无影响。

陆地方面：1月9日夜间～12日
白天，受弱冷空气影响，全岛多云间
阴天，北部、中部和东部的局部地区
早晚有小雨或雾，气温缓慢回升。
12日最高气温东北半部地区将升至
25～28℃，西南半部地区28～31℃，
全岛最低气温19～22℃。

12日夜间～15日，受中等强度

冷空气影响，海南岛北部、中部和东
部地区有分散阵雨，西部和南部地区
多云间阴天，气温明显下降。其中，
14日～15日最低气温北部、西部和
中部地区将降至13～15℃，东部和
南部地区15～18℃；最高气温五指
山以北地区16～19℃，五指山以南
地区20～23℃。

省气象部门本周农事气象服务
建议，海南岛东部地区早稻已开始移
栽，需注意安排移栽时间，躲避后期
中等强度的冷空气影响。大部分瓜
菜处生长膨大期，对于长势过缓的瓜
菜可适当补肥，大棚瓜菜可补充日照
提高光合速率，促进干物质积累，同
时注意防风保暖。

12日起我省迎来新一轮明显降温
最低气温为13℃

海口志愿者
89个路口“执勤”
劝导市民文明出行

本报海口1月9日讯（记者计思佳）今天，
不少细心的海口市民发现，交通路口多了很多

“蓝马甲”和“红马甲”。据了解，1月9日至11
日，海口发动志愿者于早晚高峰期间，在市区
89个主要交通路口，劝导电动车逆行、行人闯
红灯、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等不文明交通行为。

今天上午，记者在南海大道与金牛路交叉
口看到，8名穿着制服的志愿者分别站在十字
路口4条斑马线的两端“执勤”。

“绿灯了，大家请按秩序通行，注意安全。”
每次交通灯变化，志愿者张学家都要及时提醒
大家。正处上班早高峰，总能看到一些“急不可
耐”的行人，他们一路小跑或者骑着电动车闯红
灯。只要发现类似情况，张学家会立即吹响哨
子、一路小跑过去劝阻。

在做志愿服务的间隙，张学家告诉记者，他
是海口市龙华区金沙社区的居民，已经在路口
志愿服务一个多月了。“服务时间是每天7时
30分至8时30分，17时30分至19时。‘双创’
后明显感到闯红灯的市民减少了，机动车主动
礼让行人多了，绝大多数市民都能自觉遵守交
通规则。但电动车闯红灯、逆行现象仍存在。”
张学家说，希望更多市民能从我做起，自觉文明
出行，为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公共交通秩序考虑。

据了解，海口此次开展的文明交通志愿服
务活动，每天组织发动志愿者、志愿服务团体以
及爱心人士800人次。

文昌一医院
发生天然气管道泄漏
未造成人员伤亡

本报文城1月9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
王文朋 郑棉航）今天上午9时左右，文昌市文
城镇新风路一医院发生一起天然气管道泄漏事
故。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消防官兵共疏散群
众20余人。

事故发生地段居民楼林立，人员众多，如不
及时处置，一旦发生爆燃，后果不堪设想。消防
官兵到达现场后，立即疏散居民楼的所有居民、
利用水枪稀释泄漏天然气、在医院大门及周边
设置警戒区，并利用室外消火栓不间断供水。

9时30分左右，消防官兵查找到泄漏管道所
在楼层阀门并关闭，同时疏散群众20余人。10
时许，天然气公司员工在消防官兵的掩护下将总
阀门关闭。随后，消防官兵继续对泄漏天然气进
行稀释。在天然气公司对空气中天然气含量进
行测试、确认险情排除后，消防官兵撤离现场。

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事故原因可能是一
辆货车刮到捆绑在天然气管道上已不使用的监
控用线，从而导致管道断裂，发生天然气泄漏。

海口海甸沟两渔船着火
所幸无人员伤亡

本报海口1月9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
向恩惠）今天零时18分，海口市海甸岛一东路
对面海甸沟内渔船发生火灾，两条渔船起火。
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零时24分，消防官兵赶到现场，发现是一艘
渔船发生火灾，着火物质是一些木材和渔具，火
势处于发展阶段，并已蔓延至紧挨的一艘船。

被蔓延火苗点燃的渔船船主显得很焦急，
他介绍，“我发现自己船只起火后，立马拨打
119电话报警，好几次想去船上拿回自己的东
西，但都被大火挡了回来。”

消防战士出单干线一支水枪对着火渔船进
行灭火，经过10分钟奋力扑救，明火被扑灭。

利用干扰器
“秒盗”车内物品
一男子获刑半年

本报海口1月9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蔡
莉）车主前脚刚走，他后脚就打开车门盗窃车内
物品，原来，该车被汽车信号干扰器拦截了锁车
信号。日前，海口市龙华区法院以盗窃罪判处
覃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2016年9月15日中午，覃某携带一部汽车
信号干扰器到海口市金龙路上邦百汇城停车场
寻找作案目标。蹲守一个多小时后，覃某发现
屈女士和家人驾驶的越野车在该停车场停车，
便立即打开汽车信号干扰器，致使屈女士使用
的电子钥匙锁无法给车上锁。覃某待屈女士及
其家人离开后便打开车，进入该车后发现后座
的脚垫处放有一个黑色的手提包，于是他盗取
了包内1800元后逃离现场。

尝到甜头的覃某决定再次出手，2016年9
月27日中午，覃某再次携带汽车信号干扰器到
上邦百汇城停车场寻找作案目标。当其以同样
的手法从高某的皮卡车上盗窃一包芙蓉王香烟
时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

海口市龙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覃
某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法院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去年6月至12月，我省共发生冒充公检法诈骗案45起，涉案金额88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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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警方详解“通缉令”诈骗

近日，在文昌椰子大
观园内，用椰壳加工的椰
雕工艺品受到了游客的欢
迎，他们争相购买椰壳音
响、椰雕餐具等产品。

据了解，椰雕产品采
用椰壳、椰子树干为主要
原料，纯手工制作，不仅是
一款款美妙绝伦的工艺
品，而且在文昌椰子大观
园内游客还能直接接触椰
雕的生产过程。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椰雕精品
乐游人

租车抵押借款
诈骗4万元
海口一男子获刑

本报海口1月9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梁依）随时提车的租车市场，
迅速变现的车贷，一些不法分子将
二者联系起来，捞取非法利益。日
前，海口市美兰区法院审理了一起
这样的案子，以诈骗罪判处谢某某
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4000元。

谢某某1991年生，男，海口人。
2015年 8月31日，谢某某找周某某
以每天230元的价格租了一辆本田
轿车，随后立即到海口市南大桥附
近找人伪造了名为周某某的一张身
份证。

2015年9月2日，谢某某拨打汽
车贷款的电话，询问车辆抵押贷款的
情况，并约孔某某看车，谎称自己叫周
某某，因着急用钱，想以5万元价格将
车卖给孔某某，孔某某发现该车证件
不全拒绝购买该车。谢某某又提出用
车抵押借款，孔某某同意后将人民币
4万元交给谢某某。

之后，谢某某将4万元用于偿还
债务。同年9月3日，周某某发现谢
某某以租车为名骗走该车，后经查找
找到该车，遂将该车追回。2016年2
月12日，公安民警在海口市海府路将
被告人谢某某抓获。

海口美兰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谢某某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气象关注

海南警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