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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1日，安阳市
安阳县马某报警称，当天有
人冒充他的老板让他转账，
他于当天8点47分在家用
手机银行向对方提供的银
行账户转账100万元。

今年7月23日，鹤壁市
淇县会计任某，接到“老板”
的转账信息，当天16时通过
手机网银向对方转账36万
元，后发现对方冒充其领导
进行诈骗。

冒充熟人进行电信诈
骗的手法，不是新鲜事儿。
2016年7月6日，郑州市公
安局文化路分局接李某某
报案称：有人在微信上冒充
其领导，诈骗其98万元人民
币。经查，该案嫌疑人先加
李某某公司财务人员为好
友，然后冒充财务人员领
导，指挥财务人员向指定账
户转账。河南省公安厅曾
做出统计，我省最常见的六
类电信诈骗手法中，电话冒
充熟人诈骗，约占 5.61%，
QQ 冒充熟人诈骗，约占
5.26%。

8月 6日，大河报记者
从省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
获悉，近期，在我省利用QQ
等冒充领导（老板）诈骗增
多，骗子通过冒充领导（老
板）让财务人员转账汇款，
一旦被骗,数额巨大。据统
计，上周，洛阳、南阳、新乡、
信阳4个省辖市发生类似案
件均在10起以上。

综合上述案例，诈骗分
子先是通过相关QQ群，发
送木马病毒，盗取财务人员
使用的QQ号码，并分析研
判出财务人员老板的QQ号
码，再冒充公司老板向财务
人员发送转账汇款指令。

为什么这种“杀熟”诈
骗会一骗一个准儿？

据介绍，此类案件中，

诈骗分子首先通过非法渠
道获取了事主的电话号码、
微信号以及事主家人的个
人信息。其次，诈骗分子常
常在各种热门网站上发布
吸引眼球的内容，里面实际
上含有木马病毒，只要对这
些信息、文章感兴趣，点进
去就中了木马病毒。木马
病毒均为窃取各类账号和
密码的专用木马，受害人只
要在电脑或手机上输入过
账号和密码，均能被窃走。

此外，这类诈骗是从冒
充普通朋友、家人开始的。
后来，诈骗分子变为冒充领
导、老师等特殊身份，以需
要办事给领导买礼物、孩子
需要做手术等理由要求事
主汇款。

如何对付此类电信诈
骗？省反虚假信息诈骗中
心有关人士说，企业财务人
员是诈骗分子实施诈骗的
重要人群，企业财务人员不
要轻信QQ、微信、邮件中涉
及公司转账汇款的信息，尤
其是在社交软件中要求转
账汇款的，要提高警惕。

针对此类案件，群众在
接到类似“领导”电话时，一
定要回拨之前存储的“领
导”联系方式进行核查。如
果之前没有存储“领导”其
他的联系方式，可以通过其
他人侧面打听或者当面核
实，尽量避免被骗。遇到领
导、老师等具有特殊身份且
不方便核实的情况，最好在
电话中多沟通几句，提一下
双方都认识的人或事，看对
方是否能答上来，尽量核实
清楚对方身份。

最简单的防骗办法就
是，不管对方提出什么理
由，只要涉及转账、汇款，都
要提高警惕不可轻信。如
遇电信网络诈骗，请迅速拨
打110电话报警，并提供准
确完整的嫌疑账号。

本报平顶山讯 今年
6月，平顶山市民陈女士通
过手机微信加入一个拥有
50 人的“投资理财”微信
群，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除了她自己，其余49人全
是骗子。在“理财讲师”的

“精心指导”下，不到两个月
时间陈女士输得倾家荡
产。8月6日，经过一个月
的连续奋战，平顶山市公安
局姚孟派出所专案民警先
后奔赴湖南岳阳、广东深圳
实施抓捕，成功侦破投资理
财电信网络诈骗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9人，冻结涉案资
金20余万元。

6月9日，姚孟派出所
接到市民陈女士报警，她通
过手机微信加入一个投资
理财群，并在“理财讲师”推
荐的“期货平台”进行风险
投资，致使两个月内亏损
40余万元，一直抱有幻想
的她直到被对方拉黑后才
幡然醒悟，发觉上当受
骗。

通过调查陈女士的投
资资金，专案组发现，陈女
士的钱并未进入所谓“期货
平台”，而是直接转入第三
方交易平台，再转至诈骗分
子银行账户。

掌握线索后，6 月 18
日，专案组星夜赶往湖南岳
阳，并于次日调取了犯罪嫌
疑人取款监控视频。经过
分析研判，专案组发现犯罪
嫌疑人最终进入岳阳楼区
一写字楼内的某商贸公司。

为了查明情况，民警乔
装打扮为“投资人”，打入公
司内部秘密侦查。原来，所

谓的“商贸公司”并未从事
商业贸易活动，而是通过

“理财讲师”洗脑式的授课，
巧施“期货平台”骗局，利用
虚假信息诱导群众进行网
络投资，待诈骗得手后将

“投资人”从平台拉黑。
6月21日 10时许，抓

捕组一举将包括团伙头目
李某为在内的8名犯罪嫌
疑人抓获(另外一名犯罪嫌
疑人在广东被抓)，民警现
场查扣其作案使用的手机
36部、电脑 14台、手机卡
60 余张以及涉案车辆一
台，冻结账户涉案资金20
余万元。

经查，今年3月以来，
以李某为为首的电信网络
诈骗团伙，从吴某宁处取得
虚假“恒生指数”期货平台
代理权限，李某为等人利用
手机 APP 软件大肆投放

“快速致富”虚假投资理财
广告，以此吸引公众眼球，
待有群众通过广告信息加
入该组织微信群后，李某为
等人用申请的多个微信账
号冒充投资顾问、理财讲师
以及投资人营造火热投资
氛围。在一个拥有50人的
微信群中，除了受害人本
人，其他角色均由犯罪嫌疑
人扮演。同时，通过不间断
传发“授课”直播间链接，诱
导受害人接受“洗脑式”授
课，并利用软件在群内发送
大量虚拟账户盈利资金截
图，诱导投资者重仓投注，
直至受害人倾家荡产。据
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国各
地已有数十人上当受骗，涉
案资金达数百万元。

50人的“理财群”
49人是骗子
平顶山一市民加“理财群”被骗40余万元

“我是×××(老板)，因为业务需要支付款项，你给某公司打款××万元”

“老板”发信息让转100万 你转不转

民警现场查扣的作案使用的手机等

据省反虚假信息诈骗
中心统计，实施电信诈骗
的骗子不仅杀熟爱冒充领
导和熟人，公安、快递员、
客服等也是冒充对象。

这些冒充要辨别：
冒充警察：你好，我

是××市公安局，你与一
起洗钱案有关，请配合调
查。目的：需要你把自己
的资金存到指定的国家安
全账户以证清白。

冒充领导：诈骗开场
白“喂，你最近的工作情况
给我汇报一下”。之后称
在会见重要客户，打算宴
请一下，回去给你报销。
目的：要求你汇钱。

冒充老师：诈骗开场
白“喂，我是你学院老师，
教师节快到了，现在我手
里没有钱，先用你的钱帮
我给领导包个红包，等有
空把钱还你。”目的：要求
你汇钱。

冒充快递公司：诈骗
套路往往是，你有包裹未
领取，然后说包裹内有毒
品或者其他违禁品，给你
个所谓的公安局刑警队的
电话，让你去核实。目的：
要求转账。

冒充法院：说有人起
诉你，吃了官司，要求你交
纳滞纳金，垫付诉讼费，押
金之类的款项。目的：要
求汇款。

冒充银行客服：谎称
你的银行卡透支了或者划
款了，给你个所谓银行电
话处理，说资金卡不安全，
让你把钱转到所谓的安全
的账号之内。目的：要求
汇款。

冒充黑社会：“朋友，
我 是 ××× ，你 得 罪 人
了！要想平安汇 5000 元，
不然就砍断你一条胳膊。”
目的：要求汇款。

冒充税务局：“您好，
我是国税局，最近购买汽
车或房屋将享受退税政
策，但需要交手续费。”目
的：要求汇款。

冒充公证人员：“我
是××省公证处的公证
员××，恭喜你的手机号
码在××抽奖中中了×等
奖，奖品是小轿车一部，但
需要缴税。”目的：要求汇
款。

冒充财政局：声称可
以领取“新生儿财政补贴”

“助学困难补贴”或者“购
车补贴”，但需要先交保证
金。目的：要求汇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红汛 黄婷
通讯员 孙海州 文图

“我是×××(老板)，因为某项业务需要支付款
项，你给某公司打款××万元……”财务人员收到这
样的信息，一般会执行转账，因为发来信息的“老板”
的手机号、QQ号、微信号都正确。但是，我省安阳、
鹤壁的群众就落入这样的“圈套”被骗了。大河报记
者从省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获悉，近期，我省利用
QQ等冒充领导（老板）诈骗类案件增多，上周，洛阳、
南阳、新乡、信阳4个省辖市发生类似案件均在10起
以上。如何预防此类骗局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近期冒充熟人
作案的诈骗增多

杀熟的骗局怎么发生的

切记核实“领导”身份

新闻延伸

电信诈骗
最爱冒充十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