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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爸爸手机买游戏装备，小学生落入大陷阱

不到三个月，十岁娃被骗十三万
远赴东莞，驻马店警方将十九岁女骗子抓获归案
□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史子君 文图

核心提示 | 3月7日，大
河报记者从驻马店市警方独
家获悉：驻马店市一小学生，
用爸爸的手机在网上购买所
谓的游戏源码（外挂软件），不
到仨月被骗13万多元。网络
另一端实施诈骗的，竟然是一
位广东籍初中肄业学生，现已
被我省驻马店警方抓获归
案。目前，讯问和调查取证仍
在紧张进行中。

案发 | 除夕前一晚，孩子在卧室里蒙头痛哭

2月7日，农历大年除夕。
这天中午，一男子扯着一小

男孩，来到驻马店市公安局西园
派出所报案。报案男子说：“这

‘年’，没法过了；骗子QQ聊天威
胁娃儿，说让再支付八万三；不
支付，就让警察来抓他，吓得娃
儿夜里直哭。”

报案男子，是西园派出所治
安辖区的一个商人。据这位男
子讲，他的儿子鹏鹏才刚满10
岁，市区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是昨夜才发觉的。”报案男
子说：“昨天（2月6日），儿子晚
饭后去他自己的卧室里睡觉，快
10点时隐约听见儿子在哭，我和
他妈赶紧推门进屋。”

“开始以为是做噩梦了，进

屋后发现儿子醒着。”报案男子
说，儿子一个劲儿地说：“不要打
我，我错了，亏得慌。”我和他老
妈一番安慰后，儿子鹏鹏讲出了
实情，2015年 10月至12月，儿
子每天放学回到家里做完作业
后，总爱玩老爸的手机，购买所
谓的游戏源码（外挂软件）；用老
爸手机绑定的银行卡，已支付了
十几万，可还欠下八万三。

接警民警耐心询问，鹏鹏揉
着红肿的眼睛说：从2012年开
始，我就开始玩网络游戏穿越火
线了。2015年9月，班里的一同
学说有一个QQ群有穿越火线外
挂（就是游戏中透视功能）。我
通过同学要到了这个群号，在群
聊中碰到了群主(昵称：钱包)。

“‘钱包’自称，能做出来带
有全部作弊功能的外挂，我就加
他好友和他聊天。”鹏鹏哭诉：

“在QQ聊天中，他说可以教我做
外挂，收我做徒弟。我用爸爸的
手机交费之后，他教我做软件。
后来，我想学习更多东西，想用
来游戏作弊；他说有源码，用源
码直接可以打开外挂，但是要收
费。他就慢慢哄着我用支付宝
给他转账。”

“用爸爸的支付宝付款，每
次转账后，鹏鹏都是将爸爸手机
收到的银行卡支付提醒删掉，并
且把支付宝交易记录删掉。”办
案民警补白：截止到报案时，不
到仨月已支付133079.6元。

“一个小学生，玩老爸的手
机被诈骗走了13万多元，而老爸
竟然浑然不知，实在是太罕见
了，一定要拿下这一电信诈骗
案！”驻马店市公安局西园派出
所迅即成立专案组，一场攻坚战
悄悄拉开了序幕。

办案民警进一步走访鹏鹏，
发现鹏鹏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小学
生。“每天学习，都是课堂上消化
所学知识；爱读课外书籍，经常用
老爸的手机，网上购买课外图书，
知道老爸的支付宝密码。”鹏鹏的
介绍，奠定了办案民警的侦破方

向：出击，直捣诈骗人。
结合受害人的受骗经过，民

警迅速对鹏鹏经常进入的QQ群
中网名为“钱包”的犯罪嫌疑人
展开调查，围绕其IP地址、网站
域名及网络注册信息等相关资
料进行了详细调查，并根据嫌疑
人取款监控展开深入走访摸排，
最终锁定了嫌疑人。

2月24日下午，办案民警在
广东省东莞市一小区民房里将
犯罪嫌疑人刘某某抓获归案，揪
出了“师傅”的真身。令人惊讶
的是，这个在网上“神通广大”的

“钱包”，网上一直自称是一个男
士，而真实的他，竟然是她——
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儿。

“上到初中二年级，我就辍
学了，今年19岁。”2月27日，犯
罪嫌疑人刘某某被押解到我省
驻马店，涉嫌电信诈骗被依法刑
事拘留。经讯问，刘某某承认，
所谓价值数万元的“神技”，压根
儿一文不值。“鹏鹏买源码，支付
了十几次。因支付宝限制每笔
最多转1万元；他最多的一次转
4 万，每笔 5000 元连续转了 8
次。”

侦破 | 行骗者是初中肄业的十九岁女孩儿

“我的QQ号，是我一个QQ
好友的。”刘某某供述，以前，在
QQ群里，与一个QQ好友聊天，
曾被骗了10元钱。“我生气了，聊
天骗取了他的QQ密码及密码保
护问题答案；然后，我就改了这
个QQ的密码。”

“我骗取这个QQ后，发现这
个QQ号是一个2000多人的群，
这个群是刷钻和卖广告的。”刘
某某说，“因为我被这个人骗了，
感觉骗钱很容易，就把他的QQ
备注改成了拜师收徒；然后，申
请了一个网盘，上传了拜师收徒

的流程，并写了我的支付宝账号
及财付通账号。我在QQ群里及
QQ备注里也是这样声明的。后
来，鹏鹏加我好友和拜师，通过
支付宝陆陆续续给我转账了13
万多元。”

“游戏源码，实际上就是游
戏外挂软件，可以在游戏中起到
作弊的作用。我卖给鹏鹏的，都
是我在网上随便找的，当然没有
我说的那些作用，大部分根本就
不能用，有能用的使用十几分钟
就会被游戏运营商检测到封号
的。”刘某某说，她卖给鹏鹏的有

作弊器、钱包の无视、侠盗飞车、
钱包侠盗飞车外挂、cmdCF源
码巴博斯等这之类的源码和模
块；卖时，会简单地从网站上下
载源码，然后把里面的一些图片
更改一下。

“他那么好骗，原以为是不
懂网络的大老板，可没想到是一
位小学生。”刘某某落网后坦言。

“她总是以‘他’的口吻聊
天，没想到他是‘她’，网络世界
实在是太虚假了。”鹏鹏说。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讯问
和调查取证中。

幕后 | 网上曾被欺骗，转身网上骗人

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发布

女生就业率反超男生
□记者 王迎节

核心提示 | 2016年应届大学生毕业将至，又一波求
职高峰在即。在河南，毕业生整体就业率如何，哪些行业吸
纳人数较多？昨天下午，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发布《2015年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对省内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和就业质量进行
统计分析。这是我省继去年之后，再次发布这一报告。

总体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5年我省共有高校毕
业生 49.9 万人，较去年增加
1.6万人。其中，研究生1.1万
人，本科生22.7万人，专科生
26.1万人。女生占毕业生总
人 数 的 54.19% ，男 生 占
45.81%。

报告显示：截至去年9月
1日，全省高校毕业生总体初
次就业率为80.72%，较去年
同期增长0.37个百分点，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3.03个百分点，

实现了毕业生就业人数持续
增加，初次就业率保持基本稳
定的工作目标。

从学历结构来看，本科生
就业率最高为81.05%，专科
生就业率80.73%，研究生就
业率则为73.19%。河南人才
市场人力资源专家分析说，如
今越来越多的招聘单位择才
时看重“能力”，而非学历；另
外，学历越高，毕业生在就业
时定位、期望就会越高。

女生总体就业率反超男生

女生在求职时或多或少会
遭遇“歧视”，然而报告显示，男
生的总体就业率78.95%，女生
的总体就业率则达到82.21%。

女生总体就业率反超男
生，这其中的原因是啥？

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分析说，女生

在大学期间对于职业规划的
紧迫感比男生强，在各项就业
指导活动中的参与度也比男
生高；特别是在找工作时，就
业意愿强于男生，而且期望值
相对较低。除此之外，在参加
面试时，女生往往准备得更充
分。

农学专业毕业本科生最“抢手”

八成以上毕业生都找到
了工作，那么，他们都去了哪
些行业？报告指出，毕业生去
制造业就业比例最高，占
11.92%，其次是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9.91%，
批发和零售业占9.77%。

研究生就业率最高的是
经济学85.84%，其次是工学
82.48%。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最高的是农学，就业率超9成；
其次是哲学，为89.42%。专
科毕业生就业率最高的是轻
纺食品大类。

毕业本科生就业率靠前
的10个专业为农学、水利水
电工程、中西医临床医学、物
流管理、热能与动力工程、园
林、园艺、电子科学与技术、车
辆工程和工业设计。

超八成毕业生选择为老家河南出力

从毕业生就业地区情况
看，2015年我省毕业生更多
选择为家乡建设出力，省内就
业比例达到83.11%。其中，
郑州地区吸纳毕业生数量最
多，其次是洛阳市。

选择到省外就业的毕业
生占16.89%，且大多集中在
经济比较发达的北京、广东、

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区。
去省外就业，哪些行业吸

纳人数较多？报告指出：省外
教育行业就业的研究生占省
外就业研究生总数比例最高
为16.78%，其次是制造业；本
科生在省外就业比例较高的
为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七成以上自主创业者运营正常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背景下，不少毕业生加入“创
业大军”。2015 年 10 月 28
日-12月20日，省大中专学生
就业服务中心依托河南省教
育评估中心对全省2015年高
校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毕业生自
主创业的行业门类比较广泛，
占比最多的是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占比23.85%，
其次是住宿和餐饮业，占比
10.05%。那么，这些毕业生发
展得如何？

报告显示，32.99%的自主
创业毕业生表示创业正保持
持续发展的势头，43.01%的自
主创业毕业生表示运营还算
正常，也有2.01%的自主创业
毕业生表示亏损严重。

刘某某在广东省东莞市一小区民房里落网。刘某某电脑里用来实施诈骗的所谓源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