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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末，公安部发来贺电：平顶山市
公安机关通过信息研判、千里追寻、连续奋
战，成功侦破公安部督办的2016 年“1·6”特
大系列虚假信息诈骗案，为维护社会治安大
局稳定作出了贡献。

2017年3月，又传来喜讯，平顶山市公安
局犯罪侦查支队和宝丰县公安局联合侦破的
2016 年“1·6”特大系列虚假信息诈骗案，被
评为全省公安机关十大精品案件。

据了解，2015年10月至2016年春，广东
省茂名市和我省南阳市的十几个犯罪分子纠
集在一起，利用虚假信息诈骗在平顶山市接
连作案30余起，诈骗金额高达200多万元。

案发后，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和宝丰
县公安局联合奋战 4 个月，行程数万里，跨
省追捕，成功侦破这起特大系列虚假信息诈
骗案。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邓志辉说：“此案的
成功侦破体现了公安机关对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体现了人民警察心系
群众，捂紧群众‘钱袋子’的坚定决心。实践证
明，平顶山市公安机关是一只能够攻坚克难、
能打硬仗、善打硬仗的队伍。”

近日，记者采访后还原了这起案件的始末。

■领导点评

经专案民警审讯，一个有组织、
分工明确的特大虚假信息诈骗团伙
浮出水面，犯罪嫌疑人供述了他们实
施虚假信息诈骗的流程。

首先，由林某组织、召集话务组
成员，根据冒充熟人、领导诈骗的方
法，对话务员进行培训，教授电话行
骗伎俩，并购买手机和手机卡分别配
备给话务员。

然后，林某根据话务组口音，通
过网络从江西一专门出售公民信息
处按照0.3至1元不等的价格购买公
民信息，然后根据信息按照南方口音
和北方口音两类，分别转给刘某和林
某某两个话务组，两个话务组的8名
话务员根据提前培训内容，按照居民
信息给受害人打电话，进行诈骗。

最后，受害人一旦上当受骗，将
钱款打入犯罪嫌疑人指定的账户，林
某的上线、提供银行卡号的“卡总”，
立即指定取钱公司的马仔分别前往
广东省内银行的不同ATM机将钱取

出，然后“卡总”自留十分之三，剩下
十分之七返还给林某。林某自留十
分之三，然后根据不同话务组将剩余
十分之四返还给刘某和林某某。

同时，他们还交代了犯罪团伙的
形成过程。2015年9月，家住南召县
沙坪村的刘某到广州打工，在火车上
与林某相识。后来刘某没有找到合
适的工作，就给林某打电话。林某当
即驱车将刘某接到一酒店，好吃好喝
招待后，给刘某讲解电话诈骗的方
法。随后，刘某找来同村好友杨某，
杨某又发展同乡的曹某、杨某某入
伙。4人专门在林某处接受了一个月
的培训。培训结束后，该犯罪团伙自
2015年10月起开始实施疯狂作案。

另一诈骗话务组团伙负责人林
某某系林某的亲弟弟。林某将其发
展入伙后，林某某又找来广东省茂名
市电白村的4位同乡组建话务组，专
门针对南方口音的受害人实施诈骗。

王付全告诉记者，该案的成功告

破给公安工作带来四点启示：
一是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是侦

办虚假信息诈骗案件的根本保证。
案发后，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领导
高度重视，及时协调多种警种同时上
案，并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多次予以指
导，更在人、财、物等多方面给予全力
保障。正是因为各级领导的高度重
视和全方位的指导、协调，案件才能
成功侦破。

二是持续赴外打击是震慑犯罪的
重要手段。案发后，专案组共出动200
多人次，奔赴广东、河南两省15个县
（市、区）开展持续4个月的专案侦查，
成功抓获虚假信息诈骗犯罪嫌疑人数
十名。该案件成功告破后，我市公安
机关乘胜追击，又成立了两个专案组，
奔赴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河南省驻
马店市泌阳县开展了历时2个月的打
击虚假信息诈骗行动，成功打掉两个
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在
两地打出了鹰城声威，有效震慑了诈

骗团伙对我市实施诈骗的犯罪气焰。
三是办案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

是快速破案的有效途径。案发后，专
案组在侦办案件过程中发现，诈骗团
伙往往将电话组设在受害者当地实
施诈骗，同时，诈骗团伙采取快递邮
寄方式为电话组提供电话、手机卡和
公民个人信息。在随后的实战中，专
案组充分利用取得的经验，快速侦破
多起同类案件。

四是全链条打击是定罪量刑的
重要保障。虚假信息诈骗犯罪团伙
结构严密、分工明确，成员相互之间
多不认识，依靠组织者将所有人员串
联起来，取款人员、买卖公民信息人
员与组织者都是电话联系，从不见
面，给案件侦破带来了许多困难。为
保证诉讼顺利进行，必须实施全链条
打击，将组织者、电话诈骗者、赃款转
移者以及买卖公民信息者全部抓获，
使各项证据形成链条，才能确保所有
涉案人员得到应有的惩处。

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和宝丰县公安局联合奋战4个月，成功侦破了2016年“1·6”
特大系列虚假信息诈骗案，此案被评为全省公安机关十大精品案件——

决 不 让 受 害 者 再 掉 眼 泪
本报记者 卢拥军 通讯员 杨光 赵聪武 吴秋怡

虚假信息诈骗手法极具欺骗
性，让人防不胜防。我市警方提醒，
只要提高警惕，骗子就很难得逞。

日常生活中，要强化三道防线，
不理睬、不透露、不转账。无论什么
情况，都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
信息；决不向陌生人透露自己及家
人的身份信息、存款、银行卡等信
息，如有疑问，可向相关亲友核实；
决不向陌生人汇款、转账；不要随意
登录不明网站。

警方提醒，一旦遭遇诈骗，要
立即拨打 110 报警，接警员会第一
时间将警情转到平顶山市反诈骗
中心。反诈骗中心接警人员会向
报警人问清基本情况，然后快速
通过反诈骗系统向银行提请资金
冻结申请。挽回损失的关键是

“快”，越快报警止付的成功率就
越高。

平顶山市反诈骗中心试运行以
来，已成功止付 2000 余万元，监测
诈骗电话1000多个，向群众发送防
骗微信、微博、短信提示3 万条，全
市冒充领导借钱、银行卡涉案、社保
卡涉案、订机票退款、银行积分兑
现、信用卡提升额度等 6 类虚假信
息诈骗警情环比下降31.36%。

（卢拥军）

我市警方为防范虚假
信息诈骗支招儿——

不理睬 不透露
不转账

虚假信息诈骗犯罪是人民群众
反映最强烈的突出治安问题，它严
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危
害了经济社会发展。依法打击虚假
信息诈骗犯罪，是公安机关的职责
所在，更是公安机关积极回应人民
群众期待、保障群众合法利益、服务
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我市公安机关根据新形势下虚
假信息诈骗案件的规律特点，拓展
思维，突破瓶颈，综合运用多种侦查
手段，对虚假信息诈骗案件实施全
链条打击，取得了显著成绩，积累了
实战经验。

我市公安机关破获的 2016 年
“1·6”特大系列虚假信息诈骗案，就
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受到了公安部、
省公安厅的高度赞扬。总结其经
验，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整体
联动是侦办虚假信息诈骗案件的坚
强后盾。案发后，省公安厅刑侦总
队参与案件侦破工作，积极协调广
东警方全力配合侦办；市公安局犯
罪侦查支队组织多警种同步上案，
全力支撑；宝丰县公安局抽调精兵
强将投入案件侦破、审讯以及后期
诉讼工作，并在办案经费上给予足
额保障。正是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
的整体联动，才使该案取得重大了
胜利。

二是多警种协调配合是侦办虚
假信息诈骗案件的关键所在。案发
后，公安机关充分利用各警种的专
业力量、专业资源进行合成作战，形
成了“前方作战”与“后方支撑”的新
格局，迅速查清案件资金流向，摸清
了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人员状况、
诈骗窝点，保证了此案最终得以成
功破获。

三是警企联合，技术反诈是侦
办虚假信息诈骗案件的制胜法宝。
案发后，市公安局严格落实部、省两
级联席会议精神，强化反诈中心职
能，与六大国有银行，广发、兴业、中
信三大股份银行，移动、联通、电信
三大电信运营商协调建立快速查询
冻结绿色通道，有效降低了办案成
本，缩短了办案周期。在侦办该案
过程中，银行、电信运营商快速查询
发挥了重大作用。

当前，虚假信息诈骗犯罪仍呈
高发态势。让我们进一步振奋精
神，强化担当，积极作为，严厉打击
虚假信息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捂紧
老百姓的“钱袋子”。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邓志辉

2015 年 10 月 28 日晚 10 点，宝丰县公安
局刑侦大队副教导员翟立军正在值班，宝丰
县某镇中心小学的张校长前来报警，他情绪
激动，一把握住翟立军的手，哭着说道：“警察
同志，你们快帮帮我，抓住那些骗子，把我的
血汗钱追回来……”

时间追溯到当天上午10点，张校长接到
一个陌生电话，他问对方是谁，对方直接叫出
了张校长的全名，说：“老同学，是我啊，你听
不出来了？”言语中流露出不满。张校长一
想，会不会是自己的小学同学杜某？今年杜
某到闹店镇政府任职，前不久参加同学聚会
时两人见过面，对方声音和杜某非常相似，张
校长就随口问道：“你是杜某吗？”对方立刻
说：“是啊。”该男子称这是他的新手机号码，
这个号码只有亲近的人才知道，并叮嘱张校
长将新号码存储在手机通信录里。

当天下午1点多，“老同学”杜某又打来
电话，让张校长到其办公室一趟，说有要事
谈。下午两点多，张校长在去杜某办公室的
路上又接到了他的电话，杜某声称县里的领
导在其办公室，他准备送领导一笔现金，但自
己走不开，让张校长先垫上把钱汇过去，并提
供了一个银行卡号。

张校长按“老同学”提供的银行卡号，分
两次打了6万元。刚打完钱，“老同学”又打电
话来，说嫌钱少，此时张校长卡里已经没有钱
了，于是，他赶忙跑到亲戚朋友家前后借了6.6
万元，分四笔打到“老同学”提供的银行卡上。

当晚，张老师拨打“老同学”电话时，却发
现对方电话始终关机，这才察觉情况不对。
于是他赶紧拨通杜某以前的电话号码，和杜
某通话后发现，杜某根本没有换手机号码，更
没有找他借钱。张校长这才知道自己被骗
了，此时他已汇给对方12.6万元。

了解情况后，翟立军确定这是一起虚假
信息诈骗案，立刻向宝丰县公安局局长韩学
孟、主管副局长王志邦汇报，并按照指示开展
初查。根据初查结果，宝丰县公安局认为案
情重大，遂向平顶山市公安局进行了汇报。

市公安局高度重视，于 2016 年 1 月 6 日
成立了由市公安局副局长毛卫东任组长，犯
罪侦查支队支队长王付全、宝丰县公安局局
长韩学孟任副组长的专案组，抽调市公安局
犯罪侦查支队、宝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
作为骨干力量，全力攻坚这起虚假信息诈骗
案件。

专案组通过对近期诈骗案件的研判，发
现自2015 年以来发生在平顶山市及周边地
区的30余起诈骗案件作案手法相似，均以打
电话假冒朋友、领导等有事急需用钱骗取被
害人的钱财。

专案组通过调取银行汇款明细，发现案
发后犯罪嫌疑人大多在广东省广州市、中山
市、江门市、茂名市等地通过 ATM 机取款；
同时专案组还发现冒充“朋友”“领导”等虚假
信息诈骗的话务人员，活动范围大多在我省
南阳市南召县。以此判断，这伙犯罪分子分
别在南召、广东两地设立了话务组和取款组。

警情就是命令，为了尽早打掉这个团伙，
避免更多群众受骗，专案组根据前期调查情
况兵分两路，一路由王付全带领侵财犯罪侦
查大队大队长张翔宇和翟立军等人到南阳市
南召县展开调查，一路由平顶山市公安局犯
罪侦查支队副支队长赵国明和王志邦、刑侦
大队大队长赵晓等人带队到广东省清远市等
地开展侦查摸排工作。

南召县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
之说，根据前期侦查，话务组犯罪嫌
疑人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县城以北
的崔庄乡沙坪、蛾中几个村的山上，
那里地形复杂、村少人少，村民都互
相认识，一旦出现陌生人，很容易引
起嫌疑人的警觉。为了不打草惊蛇，
王付全果断决定，将侦查员分成两路
进行化装侦查。

侦查员王钦飞、高延晓、翟立
军、张延增、吴晓晓等两人一组，时
而扮成情侣，时而扮成过路游客，
有时又扮成挖野菜的城里人，逐户
进行摸排。他们连续一个月行走
在大深山处。渴了就喝山沟里的
水，饿了就啃点方便面，几天下来，
侦查员们个个嘴唇起皮，脚上磨出
了血泡。

尤其是临近 2016 年春节，侦查
员们还在继续摸排，经常白天进山
秘密侦查，深夜回到暂住地后，还
要碰头研究白天工作情况，寻找案
件突破口，每天都要工作至凌晨两
三点。

经过艰苦摸排，侦查员们终于抓
到了“狐狸”的尾巴。2016 年1月28
日上午 9 时许，当王钦飞、吴晓晓等
民警假扮成挖野菜的人在村庄附近
侦查时，突然发现一名三十多岁的男
子站在一间空房里打电话，他们悄悄
靠上去，听到这名男子操着一口不太
标准的普通话，正在与人说着如何汇
款，侦查员们马上记下了这名男子的
相貌特征。

此时，指挥部反馈，平顶山市又
发生了数起虚假信息诈骗案件。侦

查员经过比对，发现实施诈骗的犯罪
嫌疑人与注意到的可疑男子极其相
似，侦查员立刻围绕这名男子展开外
围调查。

经过调查，这名男子是南召县崔
庄乡村民刘某，无正当职业，却经常
出入宾馆、酒店、足浴等高档娱乐场

所，出手大方，有暴富迹象。特别是
刘某虽然家在山村，却新盖了独院小
洋楼。春节期间，刘某又操办了豪华
隆重的婚礼，在前来参加婚礼的众多
宾客中，开着豪车来的广东老板再次
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侦查员深入走访后，发现这名神

秘的广东老板是来自广东省茂名市
电白县的林某，二人关系密切、来往
频繁。广东省茂名市也是虚假信息
诈骗全国重点治理的七个重点地区
之一，南召侦查组立即将林某的情况
向指挥部进行了汇报，同时向广东侦
查组进行了通报。

赵国明和王志邦、赵晓带领侦
查员先后辗转广东广州、清远、茂
名、江门、中山等地，调取各大银
行 ATM 机的监控视频和嫌疑人取
款后离开路线监控资料进行比对
研究，顺线追踪嫌疑人的蛛丝马
迹。他们查询了近百个涉案银行
账户信息，初步锁定了十余名取
款马仔。

根据南召侦查组反馈的情况，广
东侦查组将林某纳入视线，使案件侦
破向纵深处取得了更大进展。经不
懈努力，侦查员在银行ATM机数百
个取款监控视频中，发现了林某唯一
一次在恩平市取款的身影，案情有了
重大突破。

广东侦查组把林某列为重点侦
查对象，围绕林某的活动轨迹、社会

关系、交往人员进行了深入了解，发
现林某与其弟弟林某某一块到过南
召，他们与犯罪嫌疑人刘某、杨某某
均有交际，林某和另外几名可疑男
子也在恩平市租住，平日形迹可
疑。专案组判断，林某某也有重大作
案嫌疑。

根据指挥部部署，广东组的侦查
员兵分两路，一路在广州市监控林某

动向；一路赶赴清远市继续收集林某
兄弟的犯罪信息。随后，信息源源不
断地汇集到指挥部，经核实，林某某
与其同村的好友邵某、陈某等人有重
大作案嫌疑。

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察觉，指挥
部决定2016年3月21日在广东和南
召同时收网，对涉案的犯罪嫌疑人进
行集中抓捕。

2016年3月21日凌晨，正当两地
侦查员准备收网时，突然出现意外情
况。指挥部得到消息，杨某、杨某某、
曹某某三人准备携带作案工具到广
东与林某汇合继续作案。专案指挥
部立即部署新的抓捕方案，一组继续
留守南召县盯牢刘某，另一组跟踪杨
某等三人南下广东。

3 月 22 日，在专案组的“精心安
排”下，平顶山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
队政委柯建带领侦查员，同三名嫌
疑人同乘高铁南下。专案组侦查员
将三名犯罪嫌疑人“护送”到广州，三
人到广州站后即被林某开车接走，并
被安排入住到广东省恩平市一出租
屋内。

时机成熟，指挥部一声令下，
2016年3月25日凌晨4点，两省四地
同时收网，进行抓捕。

鉴于广东抓捕任务重，点多线
长，韩学孟带领民警紧急支援广东侦
查组，广东侦查组在广东省公安厅的
统一指挥和江门市公安局的配合下，
将盘踞在恩平市的两个诈骗窝点成
功端掉。

与此同时，南召侦查组民警也成
功收网。至此，经过连续四个月的昼
夜工作，这起特大系列虚假信息诈骗
案成功告破，主要犯罪嫌疑人林某等
团伙成员14名到案，诈骗窝点被端，
缴获作案手机 80 余部、电话卡 90 余
张、银行卡200余张。

“老同学”借钱
牵出虚假信息诈骗案

数月艰苦排查，抓到“狐狸”尾巴

顺藤摸瓜，广东发现重要线索

决战决胜，两省四地同时收网

案情大白，骗子供述作案过程

■链接

犯罪团伙被押解回河南 本报记者 卢拥军 摄

◀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归案 本报记者 卢拥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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