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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添加了同样来自厦门的被害
人阿定。在得知阿定是一名某大学
一下是“姑姑”，一下是“侄
工程系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后，
瑶瑶
女”，
一下又是“同学”，初中学历
似乎看到了一条“财路”。她先是
的瑶瑶一人分饰多角，将工程系
谎称自己也是某大学毕业的，
而后
毕业的硕士研究生阿定骗得团团
又告诉阿定可以将自己还在某大
转……不过，行骗中，瑶瑶的“狐
学就读的“侄女”介绍给他。
狸尾巴”最终还是露了出来，阿定
之后的聊天中，瑶瑶一人分
也清醒过来并报警，瑶瑶很快就
饰多角，先是以“姑姑”的名义介
被公安机关抓获。近日，
湖里法院
绍“侄女”与阿定相识，其间还假
开庭审理了此案。
借“侄女”的名义介绍其所谓的
“同学”给被害人。而阿定怎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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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和自己聊得火热的 “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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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侄女”“同学”，均是瑶瑶一
瑶瑶来自贵州，因家境贫困， 个人扮演的。
她早早就辍学出来打工。初中还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瑶瑶一直
未毕业的瑶瑶来到厦门后，开始
同阿定通过 QQ、微信聊天，这期
在美甲店做学徒。阿定则是某大
间还以“姑姑”的身份与其见过四
学工程系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照
次面。而阿定仅有一次远远地在出
理说，两人八竿子打不着，但阿定
租车上看到所谓“侄女”的背影。
却被瑶瑶一个人骗走了 10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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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要从 2015年 7月说起。 ghijkl
当时，瑶瑶通过微信“附近的人”
其后，瑶瑶先后谎称到韩国、

报了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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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等地留学，并许诺回国以后
要嫁给阿定。阿定信以为真，
在瑶
瑶陆续以“买衣服、买二手车、交
学费、生病需要护理费”甚至“请
巫师需要巫师费” 为由向其索要
钱财时，阿定均二话不说，转钱给
她。
从阿定那骗来的这些钱，瑶
瑶全部用在网络游戏、网络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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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跑友”就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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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身患白血病，
治病需要钱，心疼
N OPQR66岁的市民老李在
的老李立刻答应借给她钱。又没
网上交了位年轻的 “女跑友”当
女友又说家人患有重病，
“女朋友”。
“女跑友”身世坎坷， 过多久，
为了治病家里都没钱了，老李再
一会说自己有白血病，一会说家
次给钱。相处过程中，
老李多次约
人患了重病，向老李借了 40万
“女跑友”就推
元。但老李不知道的是，
“女跑 “女跑友”见面，
说自己住在泉州，
没有答应。
友”其实是 30岁小伙冒充的。
察觉自己可能被骗了，老李
10月 29日 11时许，老李报
曾将“女跑友”微信拉黑，但又被
警称，
自己被诈骗了。老李说，自
己半年前交了位“女友”，才 30 其甜言蜜语打动，最终一共借给
她40万元。等到老李发现心爱的
多岁，
是他在跑友群里认识的。这
个“女跑友”主动找他聊天，每天 “女友”把他的微信拉黑了，这才
确定自己被骗，于是报警。
“这40
聊天的话题都与跑步相关。兴趣
万元是我多年的积蓄，我都不敢
相同又情投意合，两人感情很快
让我家人知道这件事。
”老李说。
升温，
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通过调查，民警锁定了诈骗
老李的嫌疑人郑某的身份。民警
发现，郑某想要搭乘飞机至晋江
机场，
于是赶赴晋江机场，在机场
将郑某抓住。
郑某交代，他因参与网络赌
博输钱，就萌生了诈骗他人钱财
的想法。郑某注册女性身份微信，
打造爱跑 步热 爱 生活 的积 极 形
象，
添加跑团的男跑友为好友，同
时与多人发展关系；同时，他编造
自己身患白血病、家人得癌症需
要治疗等虚假事由，诈骗了多名
受害人。目前，郑某已被刑拘，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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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小林的“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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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某开通了 一个 某 银行 虚拟 账
MFN R近日，同安区大
户，并绑定自己的手机号码，把
同派出所辖区内的顶溪头村村民
10000元转入新开通的银行虚拟
赖某及 时发 现 网贷 套路 ，避 免
账户内，却不知该虚拟账户其实
10000元落入“虎口”。
是小林掌控的银行账户。这时，
小
11月 1日，赖某因资金周转
林提出需要赖某 将 10000元 转
不开，
便在网上寻找贷款渠道，被
到另一账户上，
自己再转还给他。
冒充银行客服的骗子小林 （化
为打消赖某的怀疑，小林让
名）盯上。双方添加微信进行沟
赖某先转 3350元到该账 户，表
通后，小林以需要核查资金流水
示自己会转还给赖某。当小林表
和财产状况为由，向赖某索要银
“账户进行转账操作时，需要
行卡信息，并表示“不进行核查， 示：
提供短信验证码。”这时，
赖某突
将会出现资金冻结，无法下发贷
然想起昨晚大 同 派出 所民 警 入
款的情况”。

户宣传防骗知识时，提到不要把
验证码发给他人。赖某这才恍然
大悟：自己遇到骗子了，便立 即
报警。小林发现赖某并未第一时
间发来验证码，开始微信、电 话
轮番催促：
“你这边尽快处理，如
贷款通道关闭了，资金将无法下
发！”
接到报警后，民警再次对赖
某进行反诈骗宣传，并指导他联
系银行客服处理银行转账事宜。
最终，
赖某并无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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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并挥霍一空。正当瑶瑶沾沾自
喜，以为找到一个自动“提款机”
时，
马脚也逐渐露了出来。
原来，瑶瑶假扮“侄女”与阿
定聊天时，谎称自己在美国底特
律，而阿定出于好意告诉她自己
有个姐姐在底特律，可以帮忙接
待。此时，瑶瑶慌了，立马改口称
已换了个城市，阿定顿时起疑并

2018年 12月 29日，瑶瑶在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当地公安
机关抓获，于 2019年 1月 3日被
押解回厦。截至案发时，
瑶瑶累计
骗得被害人阿定人民币 1326109
元。近日，
湖里法院开庭审理了此
案。
经审理，湖里法院认为被告
人瑶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
事实骗取他人财物人民币
1326109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
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
的罪名成立。但其归案后如实供
述犯罪事实，当庭认罪，可从轻处
罚。
最终，湖里法院一审以诈骗
罪判处瑶瑶有期徒刑十一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10万元。
G~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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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R 只因点击一条诈骗短
信，外卖平台餐饮店主就损失了
1000元。近日，厦门警方通报，
近期冒充外卖平台客服新型诈
骗集中爆发，两天就有 5位外卖
餐饮店主被骗。
11月 6日 13时许，外卖平
台商家庄先生收到一条自称外
卖平台商家经理的短信，短信称
“有用户发起维权请完善否则
将冻结。”这让庄先生有点着急
了，赶紧按短信“要求”点击短
信内的网址链接。庄先生回忆，
自己在点击该链接后，手机出现
了 “涉嫌违规商家认证中心”，
他就在弹出的网页上按照要求

填写了个人手机号码。随后，界
面又要求其填写个人身份证号
码、银行卡卡号及手机收到的短
信验证码。庄先生按“要求”依
次填写后，手机便收到了一条银
行扣款 1000元的通知短信。
警方分析，商家收到的短信
链接实际是钓鱼网站，一旦商家
输入个人身份证及银行卡等信
息，诈骗嫌疑人在后台便能获取
全部信息，从而通过快捷支付功
能将商家银行卡内的资金转走。
警方提醒广大商家，收到此类短
信不要点击链接，更不能随意泄
露个人信息，特别是银行短信验
证码，有任何疑问及时联系相关
平台官方客服。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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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PR 辖区居民正在接听
诈骗电话，
10多分钟内，滨北派
出所民警就找到了险些被骗的
居民，
成功劝阻。
10月23日，
滨北派出所接到
110指令，辖区一名群众可能正
在接听诈骗电话。通过调查，民
警 找到 了 手机 号 码 的 登 记 人 。
“我的手机是我妈妈在使用。
”
登记人说。根据登记人提供的线
索及“一标三实”信息，民警了
解到他妈妈庄女士家的位置。
就在民警赶往庄女士家的

时候 ，庄 女 士 的 电 话 接 通 了 。
“你千万不要转账，一定等我们
到了。
”民警反复交代。民警赶
到庄女士家中，庄女士表示接到
了警方查案的电话，要求她把所
有银行卡里的钱都转入一个安
全账户内。在对方指导下，庄女
士已经下载了手机银行客户端，
并把所有的钱转到同一张银行
卡上。
“我的卡里有18万，对方
让我马上转账。
” 庄女士说。经
过耐心劝说，庄女士终于明白自
己上当了，并表示自己不会转账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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