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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籍男友”网恋半
年，“借”出71万元

如果不是“外籍男友”不
断向自己借钱，或许苏女士
仍沉浸在这段“跨国恋爱”
中。

苏女士今年30多岁，曾
有过一段婚姻，离异后感情
一直处于空白状态。去年
12月，她在网络平台上认识
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是德
国人，叫戴维，做建筑工程生
意。双方互加微信好友后开
始聊天，由于戴维发来的是
德语，苏女士每次都要通过
软件把这些德语翻译成汉
语，不过在她看来，这并不影
响两人交流感情。频繁聊
天，加上看到戴维高大帅气
的照片，苏女士坠入了爱河，
与戴维通过微信聊天成了她
每天最期待的事情。

今年2月，戴维以“有批
货物过海关需要支付通关
费”为由，让苏女士帮忙垫付
5000元，苏女士不假思索，
当即把钱转到对方提供的银
行账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里，戴维多次以“工程材料款
不够”等理由，让苏女士帮忙
垫付相关费用，并称“过几天

就还钱”。
截止到今年6月，苏女

士先后向戴维提供的银行账
户转账 20多次，金额累计
71万元。

“男友”只借不还，
才意识到被骗报警

“别人的男友都是给女
友送礼物，为啥自己的男友
总借钱，而且只借不还？”戴
维不断借钱，且只用文字聊
天，从不使用语音或视频通
话，这让苏女士疑虑渐生。

于是，苏女士上网查了
一些网络交友诈骗的真实案
例，觉得这些案例与她的遭
遇很像。同时，她发现戴维
给自己发的自拍照和网上的
一些照片很相似。今年7月
1日，意识到被骗的苏女士
到洛阳市公安局南昌路派出
所报警。

接警后，南昌路派出所
办案人员迅速立案侦查。经
调查研判，民警确定这是一
起典型的网络交友诈骗案。

办案民警介绍，警方对
苏女士与其“外籍男友”的聊
天记录及转账资金流等线索
进行调查和分析，发现苏女

士转出的资金均转入温州籍
男子钟某的银行账户。今年
8月，洛阳警方赴温州将钟
某抓捕归案。随后，根据钟
某的供述，另一名涉案嫌犯，
温州籍男子景某也被警方抓
获。

“关于此事，景某交待
说，他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外
籍男子，对方表示想用他的
银行账户接收转账资金。”办
案民警郭萌说，根据目前警
方掌握的线索，那名外籍男
子与苏女士的“男友”很可能
是同一个人，还有可能与钟
某、景某同属一个诈骗团伙。

而景某在明知违法的情
况下，为获取好处费，不仅使
用了自己的银行账户，同时
还有偿使用朋友钟某的银行
账户，帮外籍男子收款，并通
过网络虚拟货币交易的方
式，把钱转给那名外籍男子。

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
卡等，可能涉嫌犯罪

目前，景某和钟某因涉
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被南昌路派出所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苏女士的

“男友”及其被骗走的71万

元的线索，警方正在进一步
侦查深挖。

“在网络交友中，一定要
警惕以恋爱为幌子的诈骗，
只要对方在聊天中提到转
账、投资等话题，或以不方便
为由拒绝见面和视频通话，
就得提高警惕，发现被骗要
及时报警，注意保存聊天、转
账记录。”办案民警说。

警方还提醒，公众要了
解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该罪是指，明知他人利
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
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
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
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
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犯
罪行为。

生活中，电信网络诈骗
时常发生，诈骗团伙利用他
人身份开设银行账户并绑定
网上银行、第三方支付账户
等，用来转移赃款、逃避打
击，给公安机关侦查带来不
小的难度。市民要增强防范
意识和法律意识，妥善保管
好个人身份证、银行卡、手机
卡、微信号等信息，做到不外
泄、不买卖，避免被不法分子
用于电信网络诈骗。

“外籍男友”不吭声 半年骗走71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近日，洛阳警方
侦破一起网络交友诈
骗案，该市市民苏女
士在半年内，被网恋
“外籍男友”累计骗走
71 万元。让人诧异
的是，虽然“恋爱”已
半年，但苏女士只见
过“外籍男友”的照
片，微信聊天都是用
文字，从没通过语音
或视频联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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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招租：尉氏县新尉工业园出租

一处60亩土地，有框架结构12
米高厂房21532m2和4层办公楼
4330m2；紧邻102省道，交通

便利；适合仓储、企业使用，

尤其是门类企业：证照、设备、

办公设施齐全，不需另投固定

资产。联系电话：闫13839970
799、王13073751887

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写字间、商铺招

租13598890572、13513805862

房地产

●任新正房产18937435829

机械物资

●闲置废旧物质13523479560

招聘

●小时工35招代理15036024718

家政服务

●鸿飞家政保姆15617750052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寻人启事

●何俊龙1992年无联系至今，

望见报速和父亲何国刚联系，

18236427310

公告

● 减资公告

洛阳斑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
307MA46DP869W）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500万元减少至425万元。请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此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栾川县伊尹饮食服务有限公

司(注册号:4103242000424)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河南博明科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410302120006
325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特此声明。

●公告:河南埃尔凯电器有限公

司于2020年11月19日法人

由董雷变更为张宣举，变更

前的所有债权债务由前法人

负责，法人变更后的债权债

务由张宣举负责，今后此公

司所有业务须有现法人签字

盖章才有效，特此声明。

声明

●郑州泽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1002213107,声明作废。

●本人马允莹不慎将由河南正

商新府置业有限公司于2018
年7月31日开具的书香华府房

款收据(编号:4016463,金额：

59463元）丢失，声明作废。

●张小强(身份证号411322199012
304910)遗失机动车驾驶证,档
案编号410104332834,特此声明。

●郑州市全日鲜生活便利店

有限公司丢失50份加盖发票

章的空白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代码041001900204，
起始号码42175801，终止

号码42175850，声明作废。

●本人郭严遗失郑州碧桂园

海龙置业有限公司开具龙城

三期2号楼204号房款票，发

票号00142424，金额4153
10元，发票号00142425，金
额540000元，声明作废。

●郑州市绿化工程管理处不慎

遗失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专

用缴款通知书（手工）14份，

票据代码：豫财410605,票据

批次：OB[2014],票据号码:01
40182,0140183,0140188,0140
189,0140190,0140191,0140194,
0140195,0140196,0140197,014
0198,0140199,0140200,0140202

●李翠云，郑州树青医学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证遗失,
豫教职业中专毕字(02)0136
4043号，声明作废。

●张文建郑房权证字第160100
4735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

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

将予以补发。

●沁阳市振国运输有限公司豫

H215E挂行车证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易尊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扶沟县百福食品有限公司公

章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姜卓（2015年10月31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P410058591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洛阳市优能办公用品经营部

遗失公章一枚，备案号4103
050187155，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市分公司发票专用

章（22）丢失（号9141010
0968106827Y)声明作废。

●郑州郑东新区老左饭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0100MA9FH
FPU54，声明作废。

●河南斗转星移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和税控盘

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296MA45Q4BH0E声明作废。

●程大伟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11622MA415GX4
94声明作废。

●李飞翔遗失郑州市金马凯旋

家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7幢3层3369号房的维修基

金收据编号2719308，金额

4228元，声明作废。

●河南乾晟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
2794258934P)营业执照副本

遗失，声明作废。

●胡东栓,武警警官证，号码：武

字第9737856号，遗失作废。

●郑州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豫AL7533经营许可

证号:0018448/豫AL2833经
营许可证号:0018469/豫AL
1733经营许可证号:0018458
，经营许可证丢失声明。

一外籍男子联合中国同伙，以文字聊天的方式，不断向离异的苏女士要钱

￥


