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渊记者 张萌冤
春节将至袁不少诈骗分子
会趁年底野捞一把冶遥助考
诈骗尧冒充客服人员进行
诈骗噎噎各色电信诈骗
手段不断翻新袁让人防不
胜防遥如何能炼就火眼金
睛袁识破骗子的招数呢钥

海口市龙华区公安
分局的民警告诉记者袁在
公安机关打击电信诈骗
的同时袁社会公众也应提
高防范意识袁做到野三不
一要冶遥

野一不冶院 不轻信袁不
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
和信息袁不管诈骗分子使
用什么甜言蜜语尧花言巧
语袁都不要轻易相信遥 要
及时挂掉电话袁不回复短
信袁不给诈骗分子进一步
布设圈套的机会遥

野二不冶院 不透露袁就
是要筑牢自己的心理防
线袁不要因贪小利而受不
法分子或违法短信的诱
惑遥 无论什么情况袁都不
向对方透露自己及家人
的身份尧存款尧银行卡等
信息袁如有疑问袁可拨打
110求助袁 或向亲戚尧朋
友尧同事等核实情况遥

野三不冶院不转账袁要
了解银行卡常识袁保证自
己银行卡内资金安全袁决
不向陌生人汇款尧 转账遥
一些公司财务人员和经
常有资金往来的人群等袁
在汇款尧转账前袁要再三
核实对方的账户袁不要让
诈骗分子得逞遥

野一要冶院 要及时报
案遥万一上当受骗或听到
亲戚朋友被骗袁要立即向
公安机关报案袁可直接拨
打 110袁并提供骗子的账
号尧 联系电话等详细情
节袁以便公安机关开展侦
查破案袁挽回损失遥
警方提醒袁市民一旦

发现自己被电信诈骗袁务
必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
报案并向受案公安机关
提供汇款的相关单据尧对
方账户等相关资料袁由办
案民警录入支付系统尽
量挽回损失遥希望广大人
民群众擦亮双眼袁加强防
范袁避免上当受骗遥

“三不一要”
防电信诈骗

06岛事/关注 2017. 1. 12 星期四 责编/吴育婵 美编/符丽花

据海口警方介绍袁 在接到群众关于
电信诈骗的诸多报警中袁 有时受害人是
在案发后的一至两天甚至更长时间选择
报警袁 这就错过了公安机关破案的最佳
时机遥

野ATM机给他人转账袁24小时后到

账遥 冶这一规定以及公安部野电信诈骗案
件侦办平台冶无疑做到了野亡羊补牢袁为
时耶未爷晚冶这样的作用遥 所以袁希望更多
的市民朋友们能够多了解这些规定遥

野万一上当受骗或听到亲戚朋友被
骗袁要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袁可直接拨打

110袁 并提供被骗的凭证袁 以及骗子的账
号尧手机号等详细信息袁以便公安机关开
展侦查破案袁挽回损失遥 公安机关会尽最
大的努力将损失减少到最小遥 冶开发区分
局民警如是说遥

警方公布一批典型诈骗案例院海口某制药公司稀里糊涂野中标冶

骗子冒充领导，100万元转给他了
记者调查院通过 ATM机转款24小时到账袁海口半数市民不知情

姻商报记者 张萌 符雄助 实习生 张瑞麟

野一万多块钱呢袁对我们家来说真的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浴这可怎么办才好啊浴 冶
1月 10日袁在海口海秀路某银行门口袁一名大爷几乎带着哭腔跟警察求助遥记者在
询问了好一会之后袁才从李大爷的话中整理出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遥
原来袁 这位大爷在 1月 9日晚上突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一条转账提示短信袁

短信中称袁该卡号刚刚在 ATM机上转出 14000多元钱遥 看到这条短信后袁大爷整
个人都慌了袁马上出门去到银行袁在银行急得团团转袁在警方和记者提醒下袁李大
爷拨打了该银行的客服冻结银行账号袁第二天记者再度回访袁李大爷称袁已经成功
拦截这 14000元遥 记者调查了解到袁目前半数市民不知道 ATM转账拦截功能遥

据了解袁 为了更大概率地追回被电
信诈骗的钱袁 自 2016年 3月 3日以来袁
公安部设立的野电信诈骗案件侦办平台冶
对电信诈骗涉案账户快速接警止付成效
明显遥 当确认诈骗事实存在时袁公安部将
立即将可疑账户止付冻结袁 最大限度地
将被害人的损失减少到最小遥 警方接警
后首先核实报案人提供的凭证真实性袁
若诈骗事实存在袁 他们将在第一时间冻
结诈骗账户袁实现紧急止付遥

小青渊化名冤是海口某制药有限公司
财务人员袁是该公司的新员工遥 2016年 7
月 5日中午袁 她的微信接到一条好友验
证消息袁 对方称是自己的同事小峰 渊化
名冤遥 虽然之前自己就已经加过小峰的微
信袁但是小青没有多想袁还是通过了对方
的好友验证请求遥 成为微信好友后袁小峰
将小青拉入了野公司的微信群冶中遥 进入
群聊后袁 小青看到群内有许多公司的领

导和主管等人袁正在群中聊工作上的事遥
小青丝毫没有怀疑该群的真实性遥

过一会儿袁该群中的某位野领导冶对
小青发话院野小青袁 公司前两天和一个大
客户签订了合同袁 这客户钱已经汇过来
了袁后续一些手续你再和客户沟通一下袁
客户的电话我发给你浴 冶小青收到野领导冶
发来的野客户电话冶后袁立刻拨通该号码遥

在电话中袁野客户冶告诉小青袁由于一
些原因袁需要终止合同袁而自己已经支付
了 100万元袁现在需要办理退款手续遥 小
青便在群中问野领导冶该如何袁野领导冶指
示称院野你先从公司账户把退款汇给这个
客户袁办理好退款手续袁后续我再把钱打
到公司账户里浴 冶小青便按照野客户冶给的
卡号将 100万元汇过去袁 本以为圆满地
完成了领导交待的任务袁 没想到却是一
场骗局遥

下午袁小青在公司遇到了领导本人袁

小青主动跟领导汇报了工作袁 而领导惊
讶地称并没有这么回事浴 小青这下才意
识到袁自己是上当了浴 随后袁小青立即拨
打 110报了警遥

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接到报警
后袁立即核查相关账户遥 随后利用公安部
电信诈骗案件侦办平台对该账户进行止
付袁 冻结了该账户上的资金遥 而遗憾的
是袁 小青从被诈骗到报案已经过了两个
多小时袁被诈骗的 100万元中有 50万元
已被骗子转移到二级账户或已提现袁所
以民警也只是及时将剩余的 50万元及
时的冻结袁减轻了受害人的损失遥
民警表示袁这起案件的部分被骗款能

及时止付袁原因在于野公安部电信诈骗案
件侦办平台冶袁 而受害人发现被骗后能够
及时报案袁这为冻结涉案资金争取到了宝
贵的时间遥

2016年 9月 23日最高人民法院尧最
高人民检察院尧 公安部尧 工业和信息化
部尧中国人民银行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等六部门联合发布 叶关于防范和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曳遥 根据这
份通告袁自 2016年 12月 1日起袁个人通
过银行自助柜员机向非同名账户转账
的袁资金 24小时后到账遥
据了解袁 非同名转账其实就是给他

人转账遥 野非同名转账的意思就是你给其
他人转账袁比如给你的朋友转账遥 但是袁
如果是你用你自己的工行卡给农行卡转
账就是同名账户转账遥 冶一名银行工作人
员给记者解释遥 野这样袁转账人一旦发现
自己被骗袁还有时间反应过来袁可以取消
转账或者去银行止付遥 冶这意味着袁如果
受害者在转账后的 24 小时内发现自己
遭遇电信诈骗袁那么通过 ATM机进行的

汇款还有可能追回遥
据了解袁 目前各商业银行都加强了

对电信诈骗的防范袁 不少被骗人都是在
柜台汇款时被银行工作人员劝阻袁所以袁
ATM机汇款就成了骗子更喜欢的通道遥
因此袁叶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的通告曳 的发布可谓是精准阻断了电
信诈骗中的关键链条遥

针对 2016年 12月 1日起袁 个人通
过银行 ATM机向非同名账户转账要 24
小时后到账的规定袁 商报记者在海口街
头随机采访了 20位市民遥 其中袁竟然有
13位市民并不知道此规定遥 野24小时后
才到账吗钥 不都是 2 个小时内到账的
吗钥 冶多位市民都很惊讶地反问记者遥

市民黄大爷告诉记者袁他从没听说过
这个规定袁他一直以为是 2个小时内到账
的遥记者仔细地给黄大爷讲解了该规定的
作用和详细细节后袁黄大爷露出了赞赏的
微笑遥 野这个规定好浴 现在电信诈骗这么
多袁这个规定一出来袁就算被骗的话袁也有
足够的时间让大家反应过来浴 冶

市民张女士表示袁 自己就在银行上
班袁她知道这个规定袁而且非常支持此规
定遥 野这样好啊袁这样骗子就不那么容易得
手了浴 以前 ATM机基本上都是 2小时内
可以到账袁而如果变为 24小时后到账袁转
账人一旦发现自己被骗袁还有时间反应过
来袁可以取消转账或去银行止付遥 冶

记者致电多家银行咨询目前非同名
账户转账情况袁工商银行的客服表示袁现
在工行客户通过 ATM机转账的话是会
延迟 24小时到账的袁但是如果在柜台人
工办理转账服务则是实时到账的遥
中国银行的客服人员在接受询问时

也称袁 中国银行客户在使用 ATM 机转
账需要延迟 24小时后才能到账曰但在柜

台人工办理一般情况下是实时到账遥
野这是为了防止客户被诈骗袁 给客户一
个反应时间的遥 冶中国银行客服人员热
心地给记者讲解遥 野在很多电信诈骗案
中袁受骗者都是通过自助机尧ATM 机给
诈骗人员转账袁因为如果通过网银或者
柜台转账袁有很明显的风险提示遥 而通
过 ATM 机转账被骗的概率较高袁ATM

机上张贴的提示很多人并不看遥 冶中国
银行客服介绍袁若已转款的 24小时之内
发现被诈骗袁则可以向银行请求止付或
取消转款遥

所以袁 延迟到账的只有通过银行自
助柜员机渊ATM 机冤这种方式袁网银尧柜
台转账等其他转账方式不包含在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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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门 ATM机给他人转账，24小时后到账

C 市民 ATM机不都是2个小时内到账的吗

D 银行 只有通过ATM机转款才24小时到账

E 如转账后发现被骗，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银行

A 海口一公司被骗 100万元 报警挽回 5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